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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rkgate 介绍

在 MySQL 运维中，经常会遇到下面所述三方面的需求：
1.对数据库表的更新做异构化，也就是将上层数据库表结构
及存储方式不能满足应用需求，需要转换、数据清洗及提取等，存
储到另一种表结构中，这种存储方式更适合应用程序访问计算等。
2.针对一些统计业务，每天都需要对某些表做统计，一般是
在 Hadoop 中计算，基于目前的方案，每天都需要大量的对 MySQL 数
据库做全量数据的查询，先存储到 Hadoop 中，然后才能计算，这样
既浪费了很多时间，又对业务数据库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在数
据库表日益增长的同时，每天查一次全量已经完全不能满足需求，
增量又很难获取到，所以这就需要有一款异构实时数据同步的工具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样统计可以随时进行，同时不会对业务数据
库产生影响，完美解决问题。
3.想要做 MySQL 数据库的数据同步，但其本身的主从复制又
不太好“插手”控制，有些时候又不太好处理，所以想要有一个第
三方的主从同步软件来实现主从同步的功能，比如异地同步方案、
异地双活方案等。
此时，就很迫切地需要有一款产品，可以做到实时地获取到
MySQL 最新的数据变化，然后同步到目标 OLAP 数据库中，这样就可
以既利用到了专业的 OLAP 数据库对数据的快速处理，又避免了长时
间的数据同步，同时还保证了被分析数据的时效性。那么，Arkgate
就是这样一款 MySQL 实时异构同步系统。
Arkgate 是一款 MySQL 的插件，模拟了 MySQL 从库的 IO Thread，
不断地 Dump MySQL 的 binlog events，实时地将 MySQL 数据库的增
量 更 新 同 步 到 目 标 OLAP 数 据 库 中 。 目 标 OLAP 支 持 HBase 、
Elasticsearch 及 MySQL 数据库，以解决不同人群及业务的需求。
作为一款 MySQL 的插件，安装方便，兼容所有 MySQL 版本的 binlog
格式，支持多线程并发复制的功能，同时还支持多通道复制，一个
插件可以为多个集群做数据同步。可以通过 information schema 的
插件，来查询同步状态的详细信息，使用简单，维护方便。更重要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cloud-ark.com

3

极数云舟数据库实时异构同步系统 Arkgate 用户手册

的是，如果选择同步到 MySQL 数据库时，可以实现异地多活的数据
库架构，这在业界实属首创，并且解决了循环复制的问题。

1.1 Arkgate 架构

Arkgate 的实现方式和 MySQL 数据库主从是同一个道理，它会伪
装成一个从库，从主库上面 dump 指定的 binlog，Arkgate 收到之后，
将其解析出来，直接在线转换成为一种更通用的，其它程序也能解
析的 JSON 格式，然后再存储到 MySQL 中，这个 MySQL 就是上图中所
示的数据中心（datacenter）。
Arkgate 写 入 datacenter 的 方 式 是 远 程 插 入 ， 是 作 为
datacenter 的客户端插入进去的。这种情况下，开发同学只需要关
注 datacenter 数据库即可，查出来的数据都是增量的更新，其需要
解析 JSON，然后应用到对应的统计库或者异构库中，即可实现数据
库的异构实时同步，不过完全实时是不可能的，只需要保证
Arkgate 在复制时没有延迟，同时应用程序读取 datacenter 的数据
尽可能的快就好。
在上面复制架构中，每一个复制，都是一个单独并且完全独立的
通道，但是不同的通道，可以对应同一个数据库实例，那么在每新
建一个通道时，都需要给对应的通道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指的就
是这个通道对应的 datacenter 名，在这个数据库实例中，其实就是
一个数据库名字，那么多个通道时，这个数据库实例中，就会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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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据库，Arkgate 会将所有拿到的 binlog 解析后存储到各自对应
的 datacenter 中。
 在线 MySQL
最左边的 MySQL，可以是一个集群，也可以是单节节点，都可以
通过同一个 Arkgate 来做数据传输，一个传输任务称为一个通道，
也就是可以有多个通道。要求线上 MySQL 必须记录 binlog 并且设置
binlog_format 为 ROW 模式。
 Arkgate
Arkgate 是一个 MySQL 插件，在 MySQL 内部不断运行着传输任务。
将 Dump 过来的数据 binlog Events 解析出来，转换为 JSON，并行
地存储到 MySQL 中，这是一个数据的中间状态。这个数据库被称为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在这个数据库中，一个数据库对应一个通道，一个通道具有唯一
的名字，即 Channel Name。在这个数据库中，存储了这个通道相关
的所有信息，包括复制主从节点、独立配置参数、从节点对应的位
置信息、主节点复制的最新位置、白/黑名单及 JSON 数据。本系统
到此为止也是可以使用的，业务可以自己来定制化地查这里面的数
据，而如果为了简单方便，可以部署增强系统，即 Adapter 程序。
 Adapter 程序
目前已支持多种目标数据库的 Adapter 程序，包括 HBase、ES 及
MySQL。这里可以通过配置文件实现表列的对应关系，最终实现实时
异构的数据转换。
 目标异构数据库
最终存储在 HBase 或 ES 数据库之后，就是最终的可分析的数据，
业务可以直接跑在这上面，实现实时的报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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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rkgate 核心特性
 实时
Arkgate 将自己伪装成一个 MySQL 的从库，通过实时订阅 binlog
Events 并把它解析转换为 JSON 格式的数据，然后通过 HASH 分发，
存储到数据中心（MySQL 数据库）。Arkgate 的 Adapter 系统，从数
据中心将 JSON 格式的数据取出来，并行存储到目标数据库中。这个
过程与 MySQL 主从复制类似，是准实时的复制，并且是并行处理的。
 异构
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Adapter 系统可以方便地根据需要异构化
数据，把重新组合的数据传输到目的端不同的存储系统中。数据到
目标数据库列的对应关系，实现了异构存储。
 多通道
Arkgate 可以实现多通道的数据复制，各个通道之间不会互相影
响，这样不但可以节省资源，同时还可以把多个源数据库的数据同
步到一个目的端，实现数据的归并。
 并行
Arkgate 通过独特的同步机制，实现了支持随机分发、按照表名
分发的功能，将 binlog 顺序存储的数据，巧妙地转换为并行处理机
制，一方面保证了数据同步的实时性，另一方面提高了机器资源的
使用率，节省资源，避免常见的 MySQL Replication 延迟问题。
 插件式
Arkgate 是一款 MySQL 的插件，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安装之后即
可使用。Arkgate 会把复制过程中的相关状态存储在 information
schema 的表里面，可以查看相关表获得相应信息，实现状态监控和
报警。
 数据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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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gate 可以保证复制的数据完整性，在复制中断后自动识别
binlog 的同步状态，找到正确的同步起点，它同时支持串行方式和
并行方式。Arkgate 还支持配置复制从节点，如果复制的主节点挂
了，会自动切换到源数据库的从节点继续同步数据。
 三重高可用
Arkgate 在建立一个复制通道时，可以配置一个 Master 和多个
Slave，这个 Master 和 Slave 可以不与 MySQL 集群中的 Master 和
Slave 对 应 ， 他 只 是 相 对 于 当 前 的 Arkgate 复 制 通 道 而 言 的 。
Master 节点可以指定一个具体的位置，也可以不指定，不指定的时
候，默认从当前最新 show master status 位置开始复制。而 Slave
节点则不需要指定。
第一重高可用：复制启动之后，假如 Master 节点挂了，如果
Slave 还是可用的话，Arkgate 会选择一个节点自动切换过去，并且
保证数据的完整性。让后端的分析业务无感知。
第二重高可用：Arkgate 本身无状态，所有复制相关的配置都存
储在了 JSON 所在的 MySQL 数据库中，只需要在第一时间内启动
Arkgate 并开始复制即可。
第三重高可用：如果需要的话，后端数据中心可以采用现有
MySQL 高可用架构实现，实现数据中心的高可用。
 数据过滤
Arkgate 同步数据时，可以指定白名单和黑名单，显示指定要复
制哪些库表，或者指定不复制哪些库表，可以通过 like 字符串指
定模糊字符串。如果指定了白名单，则黑名单被忽略。
 参数配置
Arkgate 有丰富的配置参数，支持多个通道相互独立的配置，做
到独立管理，互不影响。同时参数存储在数据中心中，保证一次配
置，永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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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地多活方案

当配置目标数据库为 MySQL 时，数据的传输实际上就变为了
MySQL 到 MySQL 的数据复制了，这样就可以脱离自有的 MySQL 复制
功能，而使用 Arkgate 来做数据复制。
此方案的优点是 Arkgate 的传输过程更可控，数据所见即所得，
不会出现主从复制中断重做数据的问题，让异地数据同步更可靠，
在 Adapter 中也可以实现异地双活中数据分类和校验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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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rkgate 部署
2.1 环境说明
源端、目的端可以是 RDS、自建数据库，只需要能授权即可。本
部署文档中忽略源端、目的端环境搭建，着重 Arkgate 的部署。至
少需要一台中转服务器来部署 Arkgate、Datacenter 和 Adapter 程
序。
注：这里主要介绍目的端为 MySQL 的实时异构系统。使用到的
Adapter 程序为 to_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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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rkgate 部署
Arkgate 是基于 MySQL 版本编译的 MySQL 插件，因此 Arkgate 版
本 需 要 和 MySQL 版 本 对 应。 对 应 的 MySQL 版 本 为 MySQL5.7.20。
Arkgate 会把复制过程中的相关状态存储在 information schema 的
表里面，可以查看相关表获得相应信息，实现状态监控和报警。
2.2.1 部署机器说明
集群角色

IP

Port

说明

源端数据库

127.0.0.1

3306

源端主节点数据库实例或 RDS

源端数据库

127.0.0.1

3316

源端从节点数据库实例或 RDS

目的端数据库

127.0.0.1

3307

目的端数据库实例或 RDS

127.0.0.1

3321

arkgate 数据库实例与
datacenter 数据库实例共用

arkgate 服务器
127.0.0.1

to_mysql 程序

注：手册中的用户名和 IP 请根据实际情况替换。
2.2.2 相关资源包
Arkgate 软件包可访问极数云舟镜像网站获取，获取地址：
http://mirror.cloud-ark.com/public_package/Arkgate/Arkgate.tar.gz

2.2.3 部署 Arkgate 数据库实例
注：Arkgate 数据库实例版本必须是 5.7.20

shell>
shell>
shell>
shell>

mkdir -p /data/software
tar xzf Arkgate.tar.gz -C /data/software
cd /data/software
rpm -ivh ark-mysql57-5.7.20-1.el6.x86_64.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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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 mysql 组和用户则添加对应组和用户
shell> groupadd mysql && useradd -g mysql -s /sbin/nologin -d
/home/mysql mysql
# 安装 MySQL 实例
shell> /opt/ark/arkdb/cellar/mysql57/scripts/mysql_install_file -port=3321 --target=mysql57 --installdir=/data
# 命令参数介绍
shell> /opt/ark/arkdb/cellar/mysql57/scripts/mysql_install_file -h
Usage: mysql_install_file --port=3306 [--target=galera56] [-installdir=/dir]
port: 指定要安装的端口，有效范围（> 3000）
target: 指定要安装的版本及架构类型，包括 galera56，mysql56，
mysql57，galera57
installdir: 可选参数，指定的是存储日志、数据文件的挂载目录。必须
是绝对路径

2.2.4 修改配置文件
shell> vim /data/arkdb/3321/etc/my.cnf
#在[mysqld]下添加如下内容
plugin_dir=/data/arkdb/3321/private/lib/plugin
#!include /data/arkdb/3321/etc/arkgate.cnf

2.2.5 配置 arkgate.so
将 arkgate.so 拷贝到 plugin_dir 路径，授予 arkgate.so 可执
行权限。
# 将 arkgate.so 拷贝到 plugin_dir 下
shell> cp arkgate.so /data/arkdb/3321/private/lib/plugin/
# 授予可执行权限
# chmod +x /data/arkdb/3321/private/lib/plugin/arkgate.so

2.2.6 配置 license
# cp

arkgate.key /data/arkdb/3321/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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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安装插件
# 启动 Arkgate 实例
/etc/init.d/mysql.server -P 3321 start
#安装插件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
执行如下语句:
install
install
install
install
install
install
install
install

plugin
plugin
plugin
plugin
plugin
plugin
plugin
plugin

arkgate soname 'arkgate.so';
arkgate_datacenter_threads soname 'arkgate.so';
arkgate_datacenter_full_list soname 'arkgate.so';
arkgate_filter_list soname 'arkgate.so';
arkgate_slave_list soname 'arkgate.so';
arkgate_datacenter_list soname 'arkgate.so';
arkgate_datacenter_options soname 'arkgate.so';
arkgate_datacenter_tables soname 'arkgate.so';

查看 arkgate 相关参数
mysql> show global variables like '%arkgate%';
+-------------------------------------+----------+
| Variable_name
| Value
|
+-------------------------------------+----------+
| arkgate_binlog_expire_hours
|
|
| arkgate_checkpoint_period
|
|
| arkgate_concurrent_dispatch_method |
|
| arkgate_create_datacenter
|
|
| arkgate_datacenter_host
|
|
| arkgate_datacenter_password
|
|
| arkgate_datacenter_port
| 1
|
| arkgate_datacenter_user
|
|
| arkgate_delete_chunk_size
|
|
| arkgate_delete_workers
|
|
| arkgate_event_sequence_sync
|
|
| arkgate_expire_warning_days
| 30
|
| arkgate_json_full_image
|
|
| arkgate_json_include_serverid
|
|
| arkgate_license_expire_date
|
|
| arkgate_license_file
|
|
| arkgate_master_sync_posi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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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kgate_parallel_workers
|
|
| arkgate_plugin_version
| 19.12.19 |
| arkgate_replication_binlog_position |
|
| arkgate_replication_flush
|
|
| arkgate_replication_member
|
|
| arkgate_replication_reset
|
|
| arkgate_replication_source
|
|
| arkgate_replication_start
|
|
| arkgate_replication_stop
|
|
| arkgate_replication_switch_over
|
|
| arkgate_replication_table_filter
|
|
| arkgate_server_id
| 34861
|
| arkgate_setting_slave
|
|
| arkgate_slave_sync_position
|
|
| arkgate_table_dismatch_abort
|
|
| arkgate_trx_sequence_sync
|
|
| arkgate_worker_queue_length
|
|
+-------------------------------------+----------+

2.2.8 修改配置文件并重启 MySQL 实例
修改/data/arkdb/3321/etc/my.cnf
# 去掉原来的注释
!include /data/arkdb/3321/etc/arkgate.cnf

创建 arkgate.cnf
# 在/data/arkdb/3321/etc/ 下创建 arkgate.cnf, 添加如下内容
vim /data/arkdb/3321/etc/arkgate.cnf
[mysqld]
arkgate_datacenter_host = 127.0.0.1 #地址,本文档 datacenter 实例与
gate 共用一个 MySQL 实例
arkgate_datacenter_port = 3321 #datacenter 实例端口
arkgate_datacenter_user = arkgate #Arkgate 访问 datacenter 实例的用户
arkgate_datacenter_password = arkgate_test #Arkgate 访问 datacenter 实
例的密码
arkgate_license_file = /data/arkdb/3321/etc/arkgate.key #license 验证

重启 MySQL 实例, 并对 Arkgate 和 to_mysql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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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启 Arkgate 实例
/etc/init.d/mysql.server -P 3321 restart
# 登录 datacenter
mysql -h127.0.0.1 -uroot -P 3321
# 对 arkgate 和 to_mysql 访问 datacenter 实例的用户授权(这里因为 arkgate
和 datacenter 在同一个实例,所以登录 arkgate 实例。如果 arkgate 和
datacenter 实例不在同一个实例，则登录 datacenter 实例进行授权,ip 改为
arkgate 实例和 to_mysql 所在的 ip)
mysql>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arkgate'@'%' IDENTIFIED BY
'arkgate_test';
mysql> flush privileges;

2.2.9 登录源端数据库实例对 Arkgate 授权
登录源端数据库给 Arkgate 访问源端数据库的用户授权，源端
可以是 RDS、自建数据库服务器，可以授权即可。
mysql>GRANT select,replication client,replication slave ON *.* TO
'arkgate'@'arkgate 服务器 IP' IDENTIFIED BY 'arkgate_test' ;

注意：源端的 binlog 格式必须为 row 格式，同时
binlog_row_image=full。

2.2.10 Arkgate 同步信息说明
目的端的数据可以全量或增量，全量数据依赖于源端的备份或
者需要保留全量的 binlog。如果不需要历史数据，Arkgate 会智能
补齐所有表结构。
如果需要历史数据，且目的端为 MySQL、TiDB 或兼容 MySQL 协
议的数据库，则需要通过备份集恢复目的端到最近的一个时间点,记
住 binlog_file、position。
如果目的端为非兼容 MySQL 协议的数据库，需要通过 ETL 工具
来迁移数据。例如使用 Sqoop 从 MySQL 迁移基础数据到 HBase,记住
binlog_file、position。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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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全量 binlog，指定源端最早的同步点即可。
2.2.11 Arkgate 创建复制通道任务
# 登录 Arkgate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
# 创建 datacenter 通道,执行后会创建 arkgate_test 库存储解析的 binlog 数
据
# arkgate_test 为 datacenter 通道名,根据业务需要起名称
mysql> set global arkgate_create_datacenter="arkgate_test";
#如果报 ERROR 6986 (HY000): License is invalid or expire this product
is disabled, please check and update the license. 说明 license 是过期
的，请联系相关人员提供新的 license！
# 1 表示原生 mysql 实例(默认值),2 表示源为阿里云
mysql> set global arkgate_replication_source ="arkgate_test:1";
# 是否同步表的默认值,comment 等信息
mysql> set global arkgate_json_full_image="arkgate_test:1";
# 指定复制的源, arkgate_test 为创建的 datacenter 名称, master 说明同步
的是主库
其中，db1 为同步实例名称,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后边的 IP 和 port 为源库
ip,port 信息
mysql> set global
arkgate_replication_member="arkgate_test:master:db1:127.0.0.1:3306";
# 指定 gate 同步的 binlog 文件和 position 点
mysql> set global
arkgate_replication_binlog_position="arkgate_test:mysqlbin.000001:154";
# 用于双活时保存 server_id 信息
mysql> set arkgate_json_include_serverid="arkgate_test:1";
# 启动 arkgate 同步：arkgate_test 为设置的 datacenter 通道名,然后是连接
源库的账号密码
mysql> set global arkgate_replication_start =
"arkgate_test:arkgate:arkgate_test";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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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查看添加任务是否正常
# 查看 datacenter 同步是否创建成功
mysql> select * from
information_schema.arkgate_datacenter_full_list\G
*************************** 1. row ***************************
Datacenter_Name: arkgate_test
Instance_Name: db1
Master_Host: 127.0.0.1
Master_Port: 3306
Binlog_File: mysql-bin.000001
Binlog_Pos: 154
Transfer_Running: Yes
Last_Error:
Stop_Time:
Transfer_Stage: transfer_wait_master_send
Seconds_Behind_Master: 0
Slave_Members:
Sql_Buffer_Size: 0 Bytes
Table_Cache_Elements: 0(0 Bytes)
Parallel_Workers: 5
Worker_Queue_Length: 10000
Events_Per_Second: 0
Trxs_Per_Second: 0
Master_Gtid_Mode: No
Checkpoint_Period: 50(ms)
1 row in set (0.02 sec)
# Arkgate 启动会在 Arkgate 实例的 information_schema 创建如下系统表
mysql> show tables like '%arkgate%';
+------------------------------------------+
| Tables_in_information_schema (%arkgate%) |
+------------------------------------------+
| arkgate_datacenter_threads
|
| arkgate_datacenter_full_list
|
| arkgate_filter_list
|
| arkgate_slave_list
|
| arkgate_datacenter_list
|
| arkgate_datacenter_options
|
| arkgate_datacenter_tables
|
+------------------------------------------+
# 也会在 arkgate_test 库中创建 datacenter 用到的表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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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use arkgate_test
Database changed
mysql> show tables;
+------------------------+
| Tables_in_arkgate_test |
+------------------------+
| instances
|
| master_positions
|
| slave_positions
|
| transfer_checkpoint
|
| transfer_data
|
| transfer_filter
|
| transfer_meta
|
| transfer_option
|
| transfer_sequence
|
+------------------------+

2.2.13 Arkgate 管理命令
启动 Arkgate 命令
mysql> set global arkgate_replication_start =
"arkgate_test:arkgate:arkgate_test";

停止 Arkgate 命令
mysql> set global arkgate_replication_stop = "arkgate_test";

删除通道
mysql> set global arkgate_replication_stop = "arkgate_test";
mysql> drop database arkgate_test;

查看通道运行状态
mysql> select * from
information_schema.arkgate_datacenter_full_list\G
#也可以指定通道名
mysql> select * from information_schema.arkgate_datacenter_full_list
where Datacenter_Name='arkgate_test'\G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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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Transfer_Running: 是否开始同步
# Last_Error：记录上次出错的错误信息

Arkgate 启动报错解决
Last_Error: Transfer interrupt(m): 'A slave with the same
server_vent 'mysql-bin.000016' at 13509, the last event read from
'/data/arkdb/4000b/4000/binlog/mysql-bin.000016' at 13509.'.

说明源端正在被其他的 Arkgate 通道使用，如果想正常启动
Arkgate 通道，需要先停掉正在运行的通道，然后再次启动 Arkgate
即可启动成功。

2.3 部署 to_mysql 程序
2.3.1 上传 to_mysql 程序
将 to_mysql 文 件 拷 贝 到 部 署 to_mysql 机 器 的
/data/arketl/bin 目录下，并赋予可执行权限
# mkdir -p /data/arketl/bin
# chmod +x to_mysql

2.3.2 datacenter 实例执行 etl_config.sql
#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f < etl_config.sql

登 录 datacenter 数 据 库 按 照 实 际 部 署 情 况 更 改
etl_config.task_info 数据
mysql>insert into
etl_config.task_info(task_name,dc_ip,dc_port,dc_dbname,dc_user,dc_pas
s,src_ip,src_port,src_user,src_pass,dst_ip,dst_port,dst_user,dst_pass,
log_conf,exec_mode,rename_flag,filter_opt_flag,filter_col_flag)
values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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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gate_test','127.0.0.1',3321,'arkgate_test','arkgate','arkgate_te
st','127.0.0.1',3306,'arkgate','arkgate_test','127.0.0.1',3307,'arkga
te','arkgate_test','{"maxage": 20, "maxsize": 20, "compress": true,
"filename": "/data/arketl/log/arkgate_test.log", "localtime": true,
"maxbackups": 20}', 0,1,1,1);

其中：
task_name：同步任务名称，自定义即可
dc_ip,dc_port,dc_dbname,dc_user,dc_pass：dc_dbname 为 datacenter 通道
名，dc_ip、dc_port、dc_user、dc_pass 为 datacenter 实例的 IP、port、
Arkgate 访问 datacenter 实例的用户名和密码
dst_ip,dst_port,dst_user,dst_pass：目的端的 IP、port、to_mysql 访问目
的端的用户名和密码
src_ip,src_port,src_user,src_pass：源端的 IP、port、Arkgate 访问源端的
用户名和密码
log_conf 中的 filename：指定 to_mysql 日志文件路径
exec_mode：执行 SQL 报错时的控制参数,默认值是 0
0：跳过
1：覆盖执行 replace into
2：业务方提供异常处理接口
3：程序退出
根据应用需要来设置该值。

2.3.3 登录目的端数据库对 to_mysql 授权
mysql>GRANT all on *.* to 'arkgate'@'to_mysql 服务器 IP' identified by
'arkgate_test';

2.3.4 启动 to_mysql
/data/arketl/bin/to_mysql --help
Usage of ./to_mysql:
-dc_ip string
Data center ip (default "10.0.0.185")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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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_pass string
Data center pass (default "root")
-dc_port string
Data center port (default "3345")
-dc_user string
Data center user (default "root")
-task_name string
Task ID in task_info (default "arkgate_test")

启动 to_mysql

# /data/arketl/bin/to_mysql -dc_ip=127.0.0.1 -dc_user="arkgate" dc_port=3321 -dc_pass="arkgate_test" -task_name=arkgate_test &

启动后会生成 filename 定义的日志文件
# tail -f /data/arketl/log/arkgate_test.log

注：to_mysql 正常启动和关闭不会有日志输出，会有同步日志
和 错 误 日 志 输 出 。 判 断 to_mysql 是 否 启 动 ， 通 过 ps -ef|grep
to_mysql 来 判 断 。 每 次 修 改 完 etl_config 库 后 都 需 要 重 启
to_mysql 来生效。

2.3.5 同步测试
源端数据库创建数据库、表并写入数据，检测目的端数据库是
否同步源端数据变更。
源端
mysql>create database arkgate_test_db;
mysql>create table arkgate_test_db.test(id int not null primary
key,name varchar(10) not null default '');
mysql>insert into arkgate_test_db.test values(1,'a');
mysql> select * from arkgate_test_db.test;
+----+------+
| id | name |
+----+------+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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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a
|
+----+------+
1 row in set (0.00 sec)

目的端
mysql> select * from arkgate_test_db.test;
+----+------+
| id | name |
+----+------+
| 1 | a
|
+----+------+
1 row in set (0.00 sec)

三、Arkgate 参数说明
3.1 插件说明
arkgate.so 文件包含多个插件，各插件说明如下：

插件名称

插件说明

arkgate

主体插件。安装后可以通过 show variables
like "%arkgate%"; 命 令 看 到 所 有 包 含 的 变
量。

information schema 插件，这个插件主要是
用 来 观 察 每 一 个 通 道 下 ， 同 步 binlog 到
arkgate_datacenter_threads datacenter 的线程的状态。查询这个表可以
查到所有通道的线程状态，可以通过增加
where 条件来查询某一个通道的信息。
information schema 插件，这个插件是用来
查看所有通道的详细信息的，包括复制状态，
arkgate_datacenter_full_list
位置信息等，可以通过 where 条件指定通道名
称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的信息。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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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gate_filter_list

arkgate_slave_list

arkgate_datacenter_list

arkgate_datacenter_options

arkgate_datacenter_tables

information schema 插件，这个插件是用来
查看所有通道定义的白/黑名单的，即定义哪
些库需要复制，哪些是不需要复制的。可以通
过 where 条件指定通道名称查询具体某一个通
道的信息。
information schema 插件，这个插件是用来
观察所有通道定义的从库状态信息，可以通过
where 条件指定通道名称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
的信息。
information schema 插件，这个插件是用来
查看所有通道的简单状态的，包括是否正常复
制及延迟时间，主要是为监控程序服务的。可
以通过 where 条件指定通道名称查询具体某一
个通道的信息。
information schema 插件，这个插件是用来
查看所有通道的独享配置变量信息的，可以通
过 where 条件指定通道名称查询具体某一个通
道的信息。
information schema 插件，这个插件是用来
查看所有通道复制时，对具体某一个表的命中
及分发状态，如果某一个表的 binlog 事件很
多，那相应的引用计数就会很大，可以通过
where 条件指定通道名称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
的信息。

3.2 Arkgate 参数说明
参数名称

默认值 类型

arkgate_license_file

无

范围

说明

string global

用来表示 Arkgate
license 文件的地
址。

arkgate_expire_warning_days 30

int

global

用来设置在 License
到期前多少天提
醒，提醒会出现在
Error log 中且每天
提醒一次。

arkgate_datacenter_host

string global

用来表示 Arkgate
将 binlog 解析为
JSON 后，JSON 存储
的 MySQL 目标地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无

网址：www.cloud-ark.com

22

极数云舟数据库实时异构同步系统 Arkgate 用户手册
址。这个参数需要
在使用前设置好，
不然在创建
datacenter 时会报
错。
arkgate_datacenter_port

无

int

global

与参数
arkgate_datacente
r_host 对应，用来
设置端口号。这个
参数需要在使用前
设置好，不然在创
建 datacenter 时会
报错。

arkgate_datacenter_user

无

string global

Arkgate 在连接后端
datacenter 数据库
时，所需要的用户
名,这个参数需要在
使用前设置好，不
然在创建
datacenter 时会报
错。需要的权限包
括：创建库、创建
表、truncate 等。

arkgate_datacenter_password 无

string global

与参数
arkgate_datacente
r_user 相对应，用
来设置密码，这个
参数需要在使用前
设置好，不然在创
建 datacenter 时会
报错。

arkgate_create_datacenter

string sessio
n

通过该参数来创建
一个通道，这个参
数的值，指定的就
是这个通道名称。
这个名称将在后面
一直被使用，唯一
代表这个通道。在
创建之后，Arkgate
会在 datacenter 中
创建一个与之相同
的数据库，这个数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无

网址：www.cloud-ark.com

23

极数云舟数据库实时异构同步系统 Arkgate 用户手册
据库中包含相应的
表，这些表是一个
datacenter 所需要
的配置及 JSON 表。
参数值只支持字母
数字下划线三种类
型。
arkgate_replication_member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无

string sessio
n

通过该参数为已经
创建好的
datacenter 增加要
复制的 MySQL 实
例。
设置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replicati
on_member='datace
nter_
name:role:instanc
e_name:instance_h
ost:instance_port
';
包含五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
datacenter_name：
刚建好的
datacenter 还是空
的，它还不知道从
哪里复制数据，所
以需要给它设置复
制节点，这是指定
要为哪个
datacenter 来
设置，参数值只支
持字母数字下划线
三种类型。
2、role：因为
Arkgata 支持自动切
换，如果从某一个
节点复制的过程中
这个节点挂了，此
时 Arkgate 可以自
动切换到为其配置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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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库节点上继续
复制，所以这里要
指定相对 Arkgate
来说，哪个是主节
点，哪个是从节
点，这个角色与复
制来源中 MySQL 集
群的主从角色没有
关系，可选值包括
master 和 slave，
不区分大小写，如
果使用其他值，则
报错。
3、
instance_name：因
为这是在增加一个
复制源，也就是一
个 MySQL 实例,而该
参数就是给它起一
个名字，在切换的
时候会使用到。参
数只支持字母数字
下划线三种类型。
4、
instance_host：指
定的复制实例的
MySQL 地址。
5、
instance_port：与
上面的
instance_host 是对
应的，这里指端口
号。
在设置之后，可以
通过表
information_schem
a.arkgate_datacen
ter_full_l
ist 来查看，当然现
在的状态还是未开
始的状态。
arkgate_replication_table_f 无
ilter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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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该参数用来设置在
复制时，需要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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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库表，或者只
复制哪些库表。因
为参数
arkgate_replicati
on_member 是针对整
个实例的，所以如
果不想订阅所有的
binlog 的话，就可
以设置这个参数,其
值也有固定的格
式。
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replicati
on_table_filter="
datacenter_name:d
ropadd:whiteblack
:dbname:tablename
";
包含五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
datacenter_name：
表示要为哪个
datacenter 来设置
白/黑名单，参数
只支持字母数字下
划线三种类型。
2、dropadd：表示
要增加白/黑名单设
置还是删除，其值
只有两个选择 add
和 drop，不区分大
小写，如果不是这
两个值会报错。
3、whiteblack：表
示要设置的是白名
单还是黑名单，其
值有三个选择
“Do”、
Ignore”、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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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oreTrx”,不
区分大小写。
do：表示白名单
ignore：表示黑名
单
ignoreTrx：表示在
一个事务中的第一
个操作的表如果是
这种类型的，则会
忽略整个事务，如
果在事务中间，则
不会做任何操作。
这三个同时设置
时，只有 do 会生
效。如果不是这三
个值会报错。针对
同一个表而言，如
果 Ignore 和
IgnoreTrx
同时设置，则生效
ignoreTrx。
4、dbname：表示要
设置的是针对哪个
库的，可以使用
MySQL 的 like 通配
符，比如设置的白
名单为“%”，则表
示所有库都会复
制。
5、tablename：表
示要设置的是针对
哪个表。可以使用
MySQL 的 like 通配
符，比如设置的白
名单为“tabl%”，
则表示只复制以
tabl 开头的表。
该参数与 dbname 有
关，必须 dbname 那
么也满足的时候才
生效。
arkgate_plugin_version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无

string global

表示当前 Arkgate
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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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gate_replication_binlog_ 无
position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string sessio
n

在上面设置了复制
节点之后，在有必
要的情况下，还可
以为其指定一个特
定的开始位置，否
则启动复制时，
Arkgate 会自动连接
上 master，执行
show master
status；后取到相
应的点，并从这个
点开始复制，所以
如果不想让它从当
前点开始复制的
话，就可以通过这
个参数来设置开始
位置。
设置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replicati
on_binlog_positio
n="datacenter_nam
e:binlog_file:bin
log_pos";
包含三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
datacenter_name：
表示为哪个
datacenter 设置复
制位置，参数值只
支持字母数字下划
线三种类型。
2、binlog_file：
表示开始位置中的
文件名。
3、binlog_pos：表
示文件 binlog_file
中的位置。
这个参数需要在复
制通道停止的时候
才能设置，并且从
参数来看，这里并
没有指定是设置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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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 还是
slave，其实是不需
要指定的，因为设
置位置只能设置
master，slave 节点
的位置是不需要设
置的，Arkgate 会在
复制的过程中自动
获取。
arkgate_replication_start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无

string sessio
n

在设置好上面所有
的信息后，就可以
通过这个参数来启
动了。这个参数所
需要的值
也是有相应的固定
格式的。
设置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replicati
on_start="datacen
ter_name:master_u
ser:master_passwo
rd";
包含三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
datacent_name：表
示要启动哪一个
datacenter 的复
制，参数值只支持
字母数字下划线三
种类型。
2、master_user：
表示启动时，
Arkgate 用哪个帐号
连接到 master，所
以这里就需要一个
具有 replication
client、
replication
slave、select 等权
限的账号才可以正
常启动复制通道。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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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ster_password，
与上面的参数对
应，这里是密码。
关于启动时，复制
开始位置的选择，
按照如下优先顺序
来选择：
1、Master 节点上面
设置的明确的
binlog 位置,可以查
看 datacenter 库中
instance 表中的信
息，也可以通过下
面查看状态命令来
查看。
2、之前已经复制到
的位置，这个要依
赖于在 Arkgate 中
对当前 datacenter
的信息缓存，也就
是通过查看状态信
息中看到的位置，
如果有就从这个位
置开始，如果没
有，就走下面的方
式。
3、通过执行 show
master status；命
令，来查看当前
Master 节点的最新
位置，然后从这个
位置开始复制。
arkgate_replication_stop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无

string sessio
n

这个参数是用来暂
停一个复制通道
的，一般用来下线
维护，或者修改配
置的。这个参数非
常简单，只需要指
定是哪个
datacenter 的名称
即可。参数值只支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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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字母数字下划线
三种类型。
arkgate_replication_flush

无

string sessio
n

这个参数是用来将
一个 datacenter 的
所有 JSON 数据及
slave_postion 表中
的数据删除。具体
操作包括：
truncate 表
master_positions
、
slave_position、
transfer_data、
transfer_filter，
将 master 节点的位
置清零，将
transfer_sequence
的取号器清零，将
transfer_checkpoi
nt 也清零。属于
truncate 一个
datacenter 的操
作。只需要指定是
哪个 datacenter 名
字即可。需要在
datacenter 处于暂
停状态的时候执
行，参数值只支持
字母数字下划线三
种类型。

arkgate_replication_reset

无

string sessio
n

这个参数是用来将
一个 datacenter 的
配置做 reset 操作
的。做的操作包
括：将 master 的位
置清零，将
master_positions
表中的数据
truncate 掉。做这
两个操作的意义在
于将所有开始位置
的信息都清除，下
次开始的时候，就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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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重新设置或者
直接从 show master
status;中获取，需
要 datacenter 暂停
状态操作。参数值
只支持字母数字下
划线三种类型。
arkgate_replication_switch_ 无
over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string sessio
n

这个参数用来主动
切换某一个
datacenter，比如
当前 master 要下线
维护了，则可以通
过这个参数来设置
要将哪一个节点设
置为新的 master，
Arkgate 会在切换之
前，做一些合法性
检查，如果指定的
slave 不具备切换条
件，就报错，则切
换失败。切换条件
指的是 Arkgate 有
没有正常获取到与
当前 master 位置相
匹配的点，如果没
有就表示不符合条
件。这个操作需要
在 datacenter 处于
暂停状态时执行。
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replicati
on_switch_over="d
atacenter_name:in
stance_name"
包含两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
datacenter_name：
要切换哪一个
datacenter，参数
值只支持字母数字
下划线三种类型。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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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stance_name：表
示新的 master 是哪
一个节点，这用到
的就是在设置
arkgate_replicati
on_member 时指定的
名字。参数值只支
持字母数字下划线
三种类型。
当然切换一般也不
需要这样处理，只
需要正常维护
master 即可，
Arkgate 会自动选择
slave 来做切换操
作，只需要保证所
设置的 slave 节点
都是正常状态即
可。
arkgate_server_id

无

string global

Arkgate server
id，全局唯一。

arkgate_setting_slave

无

string sessio
n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
slave 节点状态的，
Arkgate 每隔一段时
间都会去 slave 节
点中获取相应的信
息的。如果 slave
出现异常，则
Arkgate 会将其设置
为不可用，后面这
个节点会一直处于
这个状态，除非人
为的去设置这个节
点的状态，让其再
次启用，那这个参
数就是用来做这个
事情的，当然也可
以主动将某一个
slave 设置为不可用
状态。
格式如下：
set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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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gate_setting_s
lave="datacenter_
name:instance_nam
e:startorstop";
包含三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
datacenter_name：
表示要操作哪一个
datacenter，参数
值只支持字母数字
下划线三种类型。
2、
instance_name：表
示要操作哪个 slave
节点，参数值只支
持字母数字下划线
三种类型。
3、startorstop：
表示要将指定的
slave 节点设置为可
用还是不可用，参
数值为 start 或者
stop，不区分大小
写，如果不是这两
个参数会报错。
arkgate_master_sync_positio 10000
n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intege 一个
r
datace
nter 独
享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
同步 master 多少个
事务才会向
master_positions
表记录一次，
master_positions
表记录的是已经同
步过的事务。
设置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master_sy
nc_position="data
center_name:value
";
包含两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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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center_name 表
示要设置哪一个
datacenter。
2、value 是具体的
值，如果值不在相
应的范围内，则
Arkgate 会报错。
最小值为 1，最大值
为 100000000。
arkgate_slave_sync_position 10000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intege 一个
r
datace
nter 独
享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
多少个主库的
master 事务才去取
一次 slave 位置信
息，因为本身在
Failover 时，不可
能做到无缝，只能
保证不丢，都是会
多出来的。为了提
高效率，减少延
迟，可以将这个值
设置大一些，
Arkgate 不会频繁去
取 slave 的位置时
间信息，有一个不
好之处就是，如果
设置太大，会导致
切换后，冗余数据
会多一些。但如果
开启了 gtid，则不
会出现数据冗余的
情况。
设置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slave_syn
c_position="datac
enter_name:value"
;
包含两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datacenter_nam
e 表示要设置哪一个
datacenter，
2、value 是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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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如果值不在相
应的范围内，则
Arkgate 会报错。
最小值为 1，最大值
为 100000000。
arkgate_trx_sequence_sync

10000

intege 一个
r
datace
nter 独
享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
TID 发号器的步长，
相关的表为
transfer_sequence
。
设置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trx_seque
nce_sync="datacen
ter_name:value";
包含两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
datacenter_name 表
示要设置哪一个
datacenter。
2、value 表示具体
的值。如果值不在
相应的范围内，则
Arkgate 会报错。
最小值为 1，最大值
为 100000000。

arkgate_event_sequence_sync 10000

intege 一个
r
datace
nter 独
享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
EID 发号器的步长，
相关的表为
transfer_sequence
。
设置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event_seq
uence_sync="datac
enter_name:value"
;
包含两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datacenter_nam
e 表示要设置哪一个
datacenter。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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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alue 表示具体
的值。如果值不在
相应的范围内，则
Arkgate 会报错。
最小值为 1，最大值
为 100000000。
arkgate_checkpoint_period

50

arkgate_binlog_expire_hours 168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intege 一个
r
datace
nter 独
享

checkpoint 时间周
期，单位是 ms，即
tranfer_checkpoin
t 表更新的频率。
设置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checkpoin
t_period="datacen
ter_name:value"
包含两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
datacenter_name 表
示要设置哪一个
datacenter
2、value 表示具体
的值，如果值不在
相应的范围内，则
Arkgate 报错。
最小值为 1，最大值
为 100000000。

intege 一个
r
datace
nter 独
享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
复制的数据多长时
间算过期，有一个
删除线程，根据每
个表
（master_position
s、
slave_positions、
transfer_data）中
的 create_time
列，只要是
arkgate_binlog_ex
pire_hours
小时之前的数据，
都批量删除，每次
删除 20000 条。单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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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是小时。
设置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binlog_ex
pire_hours="datac
enter_name:value"
;
包含两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
datacenter_name 表
示要设置哪一个
datacenter
2、value 表示具体
的值，如果值不在
相应的范围内，则
Arkgate 报错。
最小值为 1，最大值
为 10000。
arkgate_parallel_workers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5

intege 一个
r
datace
nter 独
享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
执行复制的线程个
数，单位是线程的
个数。因为 Arkgate
内部分发 binlog 事
件时可以做到随机
分发，所以线程越
多，性能越好，延
迟也越低。
设置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parallel_
workers="datacent
er_name:value";
包含两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
datacenter_name 表
示要设置哪一个
datacenter
2、value 表示具体
的值，如果值不在
相应的范围内，则
Arkgate 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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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值为 1，最大值
为 999
arkgate_worker_queue_length 5

intege datace 这个参数表示队列
r
nter 独 长度，这个队列用
享
来存放要执行的
event，单位是
event 个数，也就是
每个线程要处理的
事件队列大小。
设置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worker_qu
eue_length="datac
enter_name:value"
;
包含两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
datacenter_name 表
示要设置哪一个
datacenter
2、value 表示具体
的值，如果值不在
相应的范围内，则
Arkgate 报错。
最小值为 1，最大值
为 999。

arkgate_concurrent_dispatch 1
_method

intege 一个
r
datace
nter 独
享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这个参数表示解析
binlog 之后，如何
分发 Event 的 JSON
写入。
有两个选择：
1:表示随机分发
2:表示通过主键来
分发。
因为 Arkgate 可自
动处理数据的一致
性和完整性，又有
checkpoint 的保
证，所以可以直接
选择 1 即可。
设置格式如下：
set

网址：www.cloud-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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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gate_worker_qu
eue_length="datac
enter_name:value"
;
包含两个参数其意
义分别是：
1、
datacenter_name 表
示要设置哪一个
datacenter
2、value 表示具体
的值，如果值不在
相应的范围内，则
Arkgate 报错。
arkgate_replication_source

1

intege 一个
r
datace
nter 独
享

用来设置这个
datacenter 的复制
源是什么，由于不
同版本 MySQL 所生
成的 binlog 有差
别，所以需要通过
这个参数来区分版
本，目前支持普通
的 MySQL 及阿里云
两种类型。
1：表示普通 MySQL
2：表示阿里云
设置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replicati
on_source="datace
nter_name:value";
包含两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
datacenter_name 表
示要设置哪一个
datacenter
2、value 表示具体
的值，如果值不在
相应的范围内，则
Arkgate 报错。

arkgate_json_full_image

0

intege 一个
r
datace

这个参数用来设置
在生成 binlog 中是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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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er 独 不是包含全面的表
享
结构信息，包括主
键、表属性等详细
信息，如果包含
了，则适合从 MySQL
同步到 MySQL 这种
应用场景，如果不
包含，则适合用来
同步到 HBase，ES
等这种类型的数据
的场景，需要根据
具体需求来设置。
1：表示包含这些详
细信息
0：不包含这些详细
信息
arkgate_json_include_server 0
id

intege 一个
r
datace
nter 独
享

用来设置 Arkgate
同步时是否保存
server_id 信息。
1：表示包含
0：表示不包含
用于双活场景，防
止循环同步。
设置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json_incl
ude_serverid="dcn
ame:value";
包含两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dcname 表示要设
置哪一个
datacenter
2、value 表示要设
置的值。

arkgate_delete_chunk_size

intege 一个
r
datace
nter 独
享

用来设置 Arkgate
在删除 JSON 数据时
的分片大小。
设置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delete_ch
unk_size="dcname:
value";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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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两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dcname 表示要设
置哪一个
datacenter
2、value 表示要设
置的值
最小值为 1，最大值
为 100000。
arkgate_delete_workers

5

intege 一个
r
datace
nter 独
享

用来设置 Arkgate
在删除 JSON 数据时
的线程个数。
设置格式如下：
set
arkgate_delete_wo
rkers="dcname:val
ue";
包含两个参数，其
意义分别是：
1、dcname 表示要设
置哪一个
datacenter
2、value 表示要设
置的值
最小值为 1，最大值
为 999

3.3 datacenter 库表说明
创建完一个 datacenter 后，Arkgate 会自动创建下面的这些表：
 instances
这个表用来存储这个 datacenter 中要复制的主节点与从节点的
配置信息。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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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自增列

instance_name

创建时给自增列起的名字，在表中唯一，创建时会检查唯一
性。

instance_role

表示当前节点在复制时承担的是 master 角色还是 slave 角
色。如果是 master，则 Arkgate 会从这个节点取 binlog，
而如果是 slave，则会在复制过程中取其 show master
status;位置信息，以便实现在 master 挂了之后，自动切换
到 slave 继续做复制。

instance_ip

表示当前节点对应的数据库 IP 地址。

instance_port

表示当前节点对应的数据库端口。

binlog_file

表示当前节点在第一次开始复制时的 binlog 文件名，这个
需要 DBA 手动通过相应命令去设置，如果不设置的话，
Arkgate 会从对应的数据库实例上面取当前 show master
status;位置开始复制，或者如果之前已经复制过，则会从
上次结束位置继续复制。

binlog_position 表示当前节点在第一次开始复制时的起始位置，这个需要
DBA 手动通过相应命令去设置，如果不设置的话，Arkgate
会从对应的数据库实例上面取当前 show master status;位
置开始复制，或者如果之前已经复制过，则会从上次结束位
置继续复制。

 master_positions
这个表是用来存储在复制过程中 binlog 以事务为单位的结束位
置或者开始位置。binlog 是以事务为一个组的，这里只存储一个组
的开始/结束位置，为了记录复制的合法位置，因为除此之外，其它
的位置都是不完整或者不可解析的。并且上面已经提到，如果之前
已经复制过数据，则在下次再开始时，会从上次复制结束的位置开
始，那么就是从这里来取这个位置的。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id

这是一个自增 ID，但不同于 MySQL 的 auto_increment
id，这个 ID 是在 Arkgate 内部维护的 datacenter 级别的
自增 ID，是通过表 transfer_sequence 来做的，每次取 id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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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都会检查当前 id 模 arkgate_event_sequence_sync 为
0 时，就会更新一次 transfer_sequence 表的值为当前值加
上 arkgate_event_sequence_sync 值。而取这个 id 是在分
析到每一个 binlog 事件的时候做的，那么这样就可以保证
了事件的顺序与 ID 的顺序是一致的，从而插入到
datacenter 中可以保证也是顺序的。如果以后升级
Arkgate 为多线程插入 datacenter 时，可以保证数据的一
致性。
tid

这也是一个自增的 ID 值，与 id 不同在于，每分析一个事
务该值自增 1，那么这个 TID 与上面的 ID 配合起来，作为
主键就可以完全保证 binlog 的顺序性，同时，更为重要的
是，这两个 ID 的组合也是在应用程序使用时的一个游标标
识值，以此来识别当前 binlog 已经读到什么位置了，这两
个 ID 需要开发自己来维护。

create_time

这个列的值表示的是当前事件在主库执行的时间值，即
每个事件中存储的时间戳。

binlog_file

表示当前事件 binlog 的文件名，这也是在复制中断之后，
再次开始时默认的开始位置。

binlog_position

表示当前事件 binlog 的位置，这也是在复制中断之后，再
次开始时默认的开始位置。

datacenter_epoch 唯一代表 datacenter。
thread_sequence

当前线程的序号。

 slave_positions
这个表存储的是在 instances 表中所记录的所有 slave 节点。
在 master 节点上分析到一个事务的结束位置时，会取一次 slave 的
show master status;位置，这个信息会存储到这个表中。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id

自增 id。

create_time

这个列的值表示的是当前事件在主库执行的时间值，即每个
事件中存储的时间戳。

instance_ip

slave 对应的 IP 地址。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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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_port

slave 对应的端口。

binlog_file

在 slave 执行 show master status 获取的 binlog 文件名。

binlog_position 在 slave 执行 show master status 获取的 binlog 位置。

 transfer_data
这个表是用来真正的存储将 binlog 翻译之后的 JSON 数据的，
在给业务程序使用的时候，只需要不断的轮循这个表中的数据，通
过 id 范 围 来 不 断 拉 取 新 数 据 即 可 ， 当 然 id 范 围 是 不 可 以 大 于
transfer_checkpoint 表中的 id 值的。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id

这个列存储的是一个序号，但不是 MySQL 的自增 ID，是
Arkgate 自己维护的一个自增序号，每读一个 binlog 事务，
序号就加 1，因为每一个事务是一个 binlog 的原子单元，
Arkgate 在存储时也是以事件为单位的。维护一个这样的
ID，主要是为了与另一个列 tid 一起来做联合主键使用的，
因为 binlog 在文件中是有序的，而插入到 transfer_data 中
之后（如果是并发插入的话），如果没有这个联合主键的
话，很难保证实际的顺序，同时这也是为开发同学提供的一
个自己维护的游标信息，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开发同学需要
自己来维护这两个 ID 值，这样才能知道异构数据已经同步到
什么位置了。

tid

这个值是与 binlog 中的事务相关的，每次开始一个新事务，
这个值就加 1，也就是说，在 transfer_data 表中不同数据
中，如果 tid 的值相同的话，说明这些变更是同一个事务产
生的，但是 id 值肯定是不同的。

dbname

这个列存储的是当前变更发生在哪个库中，与下面的
tablename 列一起，用来表示当前变更是针对哪一个表的，
因为 ROW 模式下的 binlog 中，每一个事件只能是针对一个表
的操作，所以想要知道某一个表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者统计应
用只想关注某些表，或者某一个表的话，只需要不断的查询
这些表对应的变更即可。同时表 transfer_data 中，已经建
了这两个列的联系索引，性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tablename

这个列存储的是当前变更发生在哪个表，用来表示当前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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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针对哪一个表的。
create_time

这个列是用来存储当前 binlog 事件,实际在主库上面执行的
时间值，应用程序也可以用该时间来检查当前处理是不是有
延迟，或者延迟多少等。

instance_name

这个列用来存储当前 datacenter 是从哪个实例上获取的
binlog，存储格式是 IP 加端口，用“:”分隔。

binlog_hash

binlog 的 hash 值

optype

这个列存储当前事件的操作类型，目前包括 INSERT、
UPDATE、DELETE、TRUNCATE、ALTERTABLE、RENAME、
CREATETABLE、META。应用程序需要哪一种变更，就处理哪一
种，否则可以直接忽略或者不查即可，如果值是 META 时，说
明有新的表出现了，或者这个表在被修改之后，又一次出现
了。

data

存储的是某一个 binlog 事件在翻译之后的信息，该字段类型
为大字段，内容格式为 JSON。

 transfer_checkpoint
这个表用来存储最新的 checkpoint 位置信息。因为 Arkgate 转
换线上 binlog 是多线程并发处理的，那么肯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最新被处理的 binlog 有可能是不完整的，存在空洞。因为线程通过
操作系统内核调度时执行有先有后，最新执行的事务前面经常会存
在还没有执行的事务，而此时最新的事务已经插入到 datacenter 中
了，而没有执行的当然在 datacenter 中不会有，那么如果应用程序
读的太快的话，就会导致有些数据读不到，因为应用程序认为已经
读过的位置的之前的事务都已经读取完毕了。那这样就导致了数据
丢失的问题。
而这个表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在 datacenter 中，没办法
知道在什么位置之前所有的数据都是完整的，而 Arkgate 是了如指
掌的，所以通过这个表来精确记录这个分界点的位置。
从表结构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只存储了两个 id 值，这两个 id
值就是对应 transfer_data 中的两个 id 值，只不过这个表告诉你，
在 transfer_data 表中，所有小于这两个 id 值的数据都是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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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丢失数据，而大于这两个值的数据，则事务之间存在空洞问题。
这个表只会有一条记录。
简单而言，在应用程序使用过程中，只要把这个表中的 id 值记
录为当前可以读取的最大位置即可。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flag

主键。

id

表示可安全读取的最大事件 id。

tid

表示可安全读取的最大事务 id。

 transfer_filter
这个表是实现了 Arkgate 的复制过滤功能。该表存储了复制白
名 单 及 黑 名 单 信 息 ， 与 MySQL 复 制 的 replicate_do_db 及
replicate_ignore_db 类似，在这个表中只要是存储了 do db 的信
息（白名单），那么黑名单信息失去了作用。因为只要有白名单，
那么将会只复制白名单中的表，而如果不存在白名单信息的话，则
在复制过程中，会忽略掉黑名单中的表信息，也就是遇到对这些表
操作时，直接跳过即可。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db_name

这个列存储的是白名单或者黑名单指定的库名，或者是
MySQL like 的模式串。

table_name

这个列存储的是白名单或者黑名单指定的表名，或者是
MySQL like 的模式串。比如只想执行或者跳过包含 dba 字符
串的库，同时只想执行或者跳过以下划线开头且以_new 结尾
的表时，可以增加这样的信息：db_name： %dba% ，
table_name： \_%\_new 即可实现。

type

这个列只有两个值，分别是"Do"和"Ignore"，分别表示白名
单和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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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er_sequence
这个表就是上面提到的 Arkgate 维护的自增 ID 的表。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idname

存储的只有两个值，分别是："EID"和"TID"，分别表示是事
件 id 还是事务 id。

sequence

表示在 Arkgate 当前的 datacenter 中，当 EID 或者 TID 达到
当前表中的值后，会自动更新为当前值加上一个参数配置的
值，也就是为当前操作分配了一段空间，减少冲突。可能会
有空洞，但没关系。

 transfer_option
这个表是用来存储复制涉及到的一些参数。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option_variable 存储的是参数的名字。
option_value

存储的是参数的值。

 transfer_meta
这个表主要是用来存储在解析 binlog 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表
的元数据信息，以 JSON 格式存储。这个表的作用是将所有在复制时
用到的表对象分析之后转换为 JSON 格式的表结构，方便上层应用程
序对 JSON 格式的 binlog 中使用到的表有足够的了解，在应用程序
每次读取 datacenter 中的数据时，遇到一个表时可以首先来这里获
取表结构，这个表里面存储的表结果是不断更新的，都是最新版本
的表结构的 JSON 存储。与 transfer_data 表中的 optype 列的 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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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对应，如果值是 META 时，说明有新的表出现或者这个表在被修改
之后又一次出现。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dbname

表示当前表所属的数据库名。

tablename

表示当前表名。

version

表示当前表结构的版本号，针对同一个表，在
transfer_data 中的 id 列的值，处于当前 version 和下一个
version 之间时，需要使用当前 version 的表结构。也就是
说，根据 transfer_data 中的 id 值，找到大于这个 id 值的
version 中最小的那个，就是当前所需要的 meta 信息。

metadata

当前表结构的 Json 格式数据。

update_time

表出现时间。

3.4 information_schema 表说明
安装完 arkgate 插件后，会自动在 information_schema 库下创
建下面这些表：
 arkgate_datacenter_threads
这个表用来获取 Arkgate 中所有执行线程的状态，每一个线程
对应的一个队列，这里可以展示出队列的状态。也可以通过 where
条件指定 Datacenter_Name 来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的复制情况。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Datacenter_Name

表示当前记录属于哪一个 datacenter。因为一个 Arkgate
可以为多个 datacenter 服务。

Thread_Sequence

表示当前线程的序号。

Enqueue_Index

表示当前线程对应的任务队列的出队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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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queue_Index

表示当前线程对应的任务队列的入队指针。

Queue_Length

表示当前线程对应的任务队列的长度。

Thread_Stage

表示当前线程的状态。mts_not_start 表示还未开始、
mts_wait_queue 表示等待分发线程将事件入队、
mts_stopped 表示复制线程已经停止、
mts_write_datacenter 表示线程正在将 JSON 写入
datacenter、mts_dequeue 表示线程正在出队任务。

Events_Per_Second 表示当前线程的 EPS，即每秒平均处理的事件个数。

 arkgate_datacenter_list
这个表用来展示 Arkgate 中所有的 datacenter 列表。这是一个
简单版本的展示，主要是用来提供监控信息的，以防止提供在线复
制的 Arkgate 在某些通道出现问题的时候无法感知。也可以通过
where 条件指定 Datacenter_Name 来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的复制情
况。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Datacenter_Name

表示当前记录属于哪一个 datacenter。因为一个
Arkgate 可以为多个 datacenter 服务。

Running

表示当前 datacenter 是不是正在复制。Yes 表示复制
正常，No 表示复制停止。

Seconds_Behind_Master 表示当前 datacenter 复制延迟多少时间。

 arkgate_datacenter_full_list
这个表主要是将 Arkgate 中所有的复制的详细信息全部展示出
来，包括正常状态下的复制位置，以及出错时的错误信息等。也可
以通过 where 条件指定 Datacenter_Name 来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的
复制情况。
各字段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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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含义

Datacenter_Name

表示当前记录属于哪一个 datacenter。因为一个
Arkgate 可以为多个 datacenter 服务。

Instance_Name

表示当前复制的 master 实例名字。

Master_Host

表示当前复制的 master 的地址。

Master_Port

表示当前复制的 master 的端口。

Binlog_File

表示当前复制的最新 binlog 文件名。

Binlog_Pos

表示当前复制的最新 binlog 位置。

Transfer_Running

表示当前复制是否正在进行。

Last_Error

如果复制停止，则这里存储停止原因。

Stop_Time

如果复制停止，这里存储具体停止时间。

Transfer_Stage

表示当前复制的状态，状态值包括：
transfer_wait_master_send：表示正在等待 master
发送 binlog 过来
transfer_read_events：表示正在读取 binlog 内容
transfer_make_next_id：表示正在计算 Tid 和 Eid
transfer_write_datacenter:表示正在写 datacenter
transfer_wait_dequeue：表示正在等待执行线程消
费事件，因为此时有可能队列已经满了，不能正常分
发了，所以必须要等待
transfer_enqueue_reserve：表示正在申请队列位置
transfer_stopped：表示复制已经停止
transfer_waiting_threads_exit：表示正在等待执
行线程退出
transfer_failover_waiting：表示正在等待切换

Seconds_Behind_Master 表示当前复制延迟的时间秒数。
Slave_Members

记录的是当前从节点信息。

Sql_Buffer_Size

表示队列占用内存大小。

Table_Cache_Elements

表示当前复制表对象缓存个数。

Parallel_Workers

表示当前配置执行的线程数。

Worker_Queue_Length

表示每个线程对应的队列大小。

Events_Per_Second

表示当前复制的 EPS。

Trxs_Per_Second

表示当前复制的 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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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_Gtid_Mode

表示当前复制的 master 是否开启 gtid。
Yes：表示开启 gtid
No：表示未开启 gtid。

Checkpoint_Period

表示当前复制多久做一次 checkpoint。

 arkgate_filter_list
这个表是用来查询 Arkgate 所有设置的过滤信息，也可以通过
where 条件指定 Datacenter_Name 来查询具体某一个通道的过滤情
况。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Datacenter_Name

表示当前记录属于哪一个 datacenter。因为一个
Arkgate 可以为多个 datacenter 服务。

Filter_Type

表示当前记录是 Do 还是 Ignore，分别代表白名单和
黑名单。

DB_Name

表示当前过滤记录对应的数据库名匹配字符串。

Table_Name

表示当前过滤记录对应的表名匹配字符串。

 arkgate_slave_list
这个表用来查询 Arkgate 中所有已经配置的 slave 节点的信息
获取及状态信息，也可以通过 where 条件指定 Datacenter_Name 来
查询具体某一个 datacenter 的 slave 情况。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Datacenter_Name

表示当前记录属于哪一个 datacenter。因为一个
Arkgate 可以为多个 datacenter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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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_Name

表示当前 slave 节点的实例名称。

Slave_Host

表示当前 slave 节点的地址。

Slave_Port

表示当前 slave 节点的端口。

Binlog_File

表示当前获取到的 slave 的最新 binlog 文件名。

Binlog_Pos

表示当前获取到的 slave 的最新 binlog 位置。

Valid_Slave

表示当前 slave 节点的状态是否正常。
Yes：表示正常
No：表示异常

Last_Error

如果当前 slave 节点状态异常原因。

Stop_Time

如果当前 slave 节点状态异常发生时间。

 arkgate_datacenter_options
这个表是用来查看 Arkgate 中所有 datacenter 的本地配置信息，
也可以通过 where 条件指定 Datacenter_Name 来查询具体某一个
datacenter 的配置情况。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Datacenter_Name

表示当前记录属于哪一个 datacenter。因为一个
Arkgate 可以为多个 datacenter 服务。

Variable_Name

表示变量名。

Value

表示变量值。

Comments

表示变量说明。

 arkgate_datacenter_tables
这个表是用来查询 Arkgate 中所有 datacenter 的表缓存信息，
也可以通过 where 条件指定 Datacenter_Name 来查询具体某一个
datacenter 的表缓存情况。
各字段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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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含义

Datacenter_Name

表示当前记录属于哪一个 datacenter。因为一个
Arkgate 可以为多个 datacenter 服务。

Db_Name

表示当前记录对应的数据库名。

Table_Name

表示当前记录对应的表名。

Thread_Ref_Count

表示当前表被引用的计数。这个值越大,说明这个表
在 binlog 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对应的 Events 越多。

Thread_Sequence

表示最新分发时分发到的线程序号，在随机分发情况
下没有意义。

3.5 etl_config 库表说明
注：随着版本升级，表结构会有变更，请以最新版本为主。
Arkgate 不仅支持常规数据同步功能，还支持库表聚合、过滤
复制、压缩加密、冲突处理等高级功能。相关表说明如下：
 conflict_log
这个表是用来记录数据冲突日志。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id

自增主键。

task_name

通道名称。

data_id

transfer_data 表中的 id。

data_tid

transfer_data 表中的 tid。

src_ip

源端 ip 地址。

src_port

源端端口。

src_table

源端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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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t_ip

目的端 ip 地址。

dst_port

目的端端口。

dst_table

目的端表名。

dml_type

DML 操作类型，例如 INSERT、UPDATE 等。

dml_sql

DML 操作对应的 sql 语句。

src_old_row

源端操作前的原数据。

src_new_row

源端操作后的新数据。

dst_conflict_rows

目的端冲突的数据。

dst_operate

目的端针对冲突的操作类型，和 exec_mode 有关。

rollback_sql

回滚冲突数据对应的 SQL 语句。

comment

冲突处理建议。

create_time

冲突创建时间。

 etl_state
这个表是用来表示 Adapter 程序状态。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id

自增主键。

task_name

通道名称。

is_consistent

是否是一致性。

delay_time

Adapter 程序相对于 datacenter 的延迟时间，单位是
秒。

qps

不够精确的 qps。

checkpoint

transfer_checkpoint 的 checkpoint 值。

binlog_ctime

获取 binlog 时间

heart_beat

Adapter 程序心跳检测。当心跳线程活着时，每隔一
秒钟执行 heart_beat 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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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Adapter 程序版本

create_time

Adapter 程序启动时间。

update_time

心跳检测最新时间。

 filter_col
这个表是用来表示 Adapter 程序字段过滤信息。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id

自增主键。

task_name

通道名称。

dbname

要过滤的数据库名。

tablename

要过滤的表名。

column_names

要过滤的字段名。要过滤多个字段,用英文逗号分
割。

create_time

过滤规则创建时间。

update_time

过滤规则更新时间。

 filter_opt
这个表是用来表示 Adapter 程序操作类型过滤信息。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id

自增主键。

task_name

通道名称。

dbname

要过滤的数据库名。

tablename

要过滤的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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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ype

要过滤的 DDL 类型。包括 ALTERTABLE、
CREATETABLE、TRUNCATETABLE、DROPTABLE

action

ALTERTABLE 类型对应的操作。包括 ADD COLUMN、ADD
INDEX、MODIFY、DROP COLUMN、DROP INDEX。

create_time

过滤规则创建时间。

update_time

过滤规则更新时间。

 rename_regexp
这个表是用来重命名表名，支持正则表达式。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id

自增主键。

task_name

通道名称。

db_pattern

源端库名正则表达式。

table_pattern

源端表名正则表达式。

new_db

目的端重命名库名。

new_table

目的端重命名表名。

create_time

规则创建时间。

update_time

规则更新时间。

 rename_rule
这个表是用来重命名表名，不支持正则表达式，表
rename_regexp 支持正则表达式。

各字段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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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字段含义

id

自增主键。

task_name

通道名称。

original_db

源端数据库名。

original_table

源端表名。

new_db

目的端重命名库名。

new_table

目的端重命名表名。

transfer_columns

字段名。

create_time

规则创建时间。

update_time

规则更新时间。

 task_info
这个表是 Adapter 的 ETL 任务基准表，记录了源端访问信息、
目的端访问信息、数据同步优化参数和高级功能等的开关。涉及到
异构双活、数据冲突处理逻辑、表过滤、操作过滤、列过滤等高级
功能都需要在此表中按需开启开关。
各字段含义如下：
字段

字段含义

id

自增主键。

task_name

通道名称。

dc_ip/dc_port/dc_user/dc_pass

datacenter 的 ip、port、arkgate 访问
dc 的用户名和密码。

dc_dbname

datacenter 通道名称

dst_ip/dst_port/dst_user/dst_pass 目的端的 ip、port、adapter 访问目的
端的用户名和密码。
src_ip,src_port,src_user,src_pass:
log_conf 中的 filename:adapter 日志
文件路径
exec_mode:执行 SQL 报错时的控制参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cloud-ark.com

58

极数云舟数据库实时异构同步系统 Arkgate 用户手册
数,默认值是 0.(0 跳过,1 覆盖执行
replace into,2 业务方提供异常处理接
口,3 程序退出)，根据应用需要来设置
该值。
src_ip/src_port/src_user/src_pass 源端的 ip、port、arkgate 访问源端的
用户名和密码
log_conf

日志文件配置。

double_active

双活开关，true 为打开双活，false 为
关闭。

exec_mode

执行 SQL 报错时的控制参数,默认值是
0.(0 跳过,1 覆盖执行 replace into,2
业务方提供异常处理接口,3 程序退
出)，根据应用需要来设置该值。

biz_conflict_api

业务方提供异常处理接口地址，格式为
ip:port。

rename_flag

修改表名开关。

filter_opt_flag

操作过滤开关。

filter_col_flag

列过滤开关。

need_stop

true 表示需要关闭 etl，false 表示不
需要关闭 etl。

四、Arkgate 功能测试
4.1 数据同步
源端数据变更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test_arkgate`;
CREATE DATABASE `test_arkgate`;
CREATE TABLE `test_arkgate`.`test_table` (
`id` int(10) unsigned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name` varchar(32) NOT NULL DEFAULT '' COMMENT '
名字',
`column` varchar(32) DEFAULT '',
`col1` timestamp NOT NULL DEFAULT
CURRENT_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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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2` varchar(16) DEFAULT NULL,
`col3` varchar(16) DEFAULT NULL,
`col4` varchar(16) DEFAULT NULL,
`col5` varchar(16) DEFAULT NULL,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uniq_idx_col1` (`col1`),
KEY `idx_col2` (`col2`),
KEY `idx_col3` (`col3`),
KEY `idx_col4_col5` (`col4`,`col5`)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CREATE TABLE `test_arkgate`.`table_uniq_two_col` (
`name` varchar(32) NOT NULL DEFAULT '' COMMENT '
名字',
`col1` timestamp NOT NULL DEFAULT
CURRENT_TIMESTAMP,
`col2` varchar(16) DEFAULT NULL,
UNIQUE KEY `uniq_idx_col1` (`col1`, `col2`)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COMMENT='create table test';
CREATE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
id int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primary key,
`col` varchar(16) DEFAULT NULL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ADD COLUMN
col1 VARCHAR(16);
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ADD COLUMN
col3 VARCHAR(16) NOT NULL DEFAULT '';
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ADD COLUMN
col2 VARCHAR(16) NOT NULL DEFAULT '' COMMENT 'test
add colum' AFTER col1;
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ADD COLUMN
col4 VARCHAR(16) AFTER col3;
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ADD COLUMN
col5 TIMESTAMP NOT NULL ;
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idx_col1(col1);
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idx_col2_col3(col2, col3);
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uniq_col5(col5);
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uniq_col3_col4(col3, co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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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CHANGE COLUMN
col1 col1_1 VARCHAR(16);
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MODIFY COLUMN
col4 VARCHAR(32);
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RENAME TO
`test_arkgate`.`table1_1`;
CREATE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LIKE
`test_arkgate`.`table1_1`;
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DROP INDEX
idx_col1, DROP KEY idx_col2_col3;
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DROP INDEX
uniq_col3_col4, DROP INDEX uniq_col5;
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DROP COLUMN
col5;
ALTER TABLE `test_arkgate`.`table1` DROP COLUMN
col3, DROP COLUMN col4;
CREATE TABLE `test_arkgate`.`table5` (
id INT UNSIGNED AUTO_INCREMENT NOT NULL COMMENT
'',
name VARCHAR(16) NOT NULL DEFAULT '',
age INT,
hobby VARCHAR(16),
tel VARCHAR(16),
born TIMESTAMP NOT NULL DEFAULT
current_timestamp,
PRIMARY KEY (id),
UNIQUE uniq_born(born),
INDEX idx_name(name)
)ENGINE =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
INSERT INTO test_arkgate.table5 (name, age, hobby,
tel, born) VALUES ('zhangsan', 100, 'fight',
'13346856045', '2018-02-01 10:41:41');
INSERT INTO test_arkgate.table5 (name, age, hobby,
tel, born) VALUES ('', NULL, '123', NULL, '201802-27 10:42:38');
INSERT INTO test_arkgate.table5 (name, age, hobby,
tel, born) VALUES ('', '789', NULL, NULL, '201802-27 10:42:52');
INSERT INTO test_arkgate.table5 (name, age, hobby,
tel, born) VALUES ('', NULL, NULL, '456', '201802-27 10:42:53');
UPDATE `test_arkgate`.table5 SET name='lisi' WHERE
age IS NULL;
UPDATE `test_arkgate`.table5 SET id = id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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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 `test_arkgate`.table5 SET name =
'zhangshan' WHERE name = 'zhangsan';
DELETE FROM `test_arkgate`.table5 WHERE id >11;
DELETE FROM `test_arkgate`.table5 WHERE tel IS
NULL;
创建函数、触发器、分区表、视图、存储过程等不会同
步,只同步常规的数据变更。
当 exec_mode 为 1 时，数据库存在外键约束会导致同步失
败

函数、触发器、分
区表、视图、存储
过程等不会同步
不建议数据库存在
外键约束

4.2 库表聚合
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打开
rename 开关，重启 to_mysql
shell>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
mysql>update etl_config.task_info set rename_flag = 1 where
task_name='arkgate_test';

注：每次修改完配置表后需要重启 to_mysql 才能生效。
ps -ef|grep to_mysql
kill -9 <pid>
/data/arketl/bin/to_mysql -dc_ip=127.0.0.1 -dc_pass="arkgate_test" dc_port=3321 -dc_user="arkgate" -task_name=arkgate_test &

4.2.1 全库重定向
功能：全库的表重定向,例如 da1 下所有表都映射到 da 库下。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INSERT INTO `etl_config`.`rename_rule`(task_name,original_db,
new_db) VALUES ('arkgate_test', 'da1', 'da');
2、重启 to_mysql
da1 下所有表都映射到 da 库下
说明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da1;
源库
create database d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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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

create table da1.ta1 (
id int auto_increment,
col7 varchar(16),
col8 varchar(17),
primary key (id)
);
insert into da1.ta1 (id, col7, col8) values (1,'col7',
'col8');
create table da1.ta2 like da1.ta1;
insert into da1.ta2 (id, col7, col8) values (1, 'col77',
'col88');
# 源库

# 目的库

4.2.2 数据库的表重定向到指定库
功能：数据库的表重定向到指定库，指定 db1.tb1 表同步到 db 库,db1 下其
它表正常同步。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INSERT INTO `etl_config`.`rename_rule`(task_name, original_db,
original_table, new_db) VALUES ('arkgate_test', 'db1', 'tb1',
'db');
2、重启 to_mysql
说明
只有 db1.tb1 表会同步到 db 库下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db1;
源库
create database db1;
create table db1.tb1 (
id int auto_inc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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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5 varchar(16),
col6 varchar(16),
primary key (id)
执行结果

);
insert into db1.tb1 (col5, col6) values ('col5','col6');
# 源库

# 目的库

说明
源库
执行结果

db1 库下创建其他表,依然同步到 db1
create table db1.demo(id int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primary key);
# 源库

# 目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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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指定表重定向
功能：指定表重定向，指定 dc1.tc1 表同步到 dc1.tc 表。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INSERT INTO
`etl_config`.`rename_rule`( task_name ,original_db,original_table,
new_table) VALUES ('arkgate_test','dc1', 'tc1', 'tc');
2、重启 to_mysql
如果是 dc1.tc1 操作则会映射到 dc1.tc
说明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dc1;
源库执行 sql
create database dc1;
create table dc1.tc1 (
id int auto_increment,
name varchar(16),
age int,
col1 varchar(16),
primary key (id)
);
insert into dc1.tc1 (name, age, col1) values
('zhangsan', 12, 'col1');
执行结果
# 源库

# 目标库

说明
源库

执行结果

如果是 dc1 下其他表,则不会修改表名
create table dc1.tc2 like dc1.tc1;
insert into dc1.tc2 (name, age, col1) values
('zhangsan1', 12, 'col11');
# 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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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库

4.2.4 分表数据聚合
功能：分表数据聚合,将 dd1 库下所有表都汇总到 dd 库下的 td 表。要求所有
的表的表结构相同。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INSERT INTO `etl_config`.`rename_rule`(task_name, original_db,
new_db, new_table) VALUES ('arkgate_test', 'dd1', 'dd', 'td');
2、重启 to_mysql
dd1 下所有表都汇总到 dd 下的 td 表
说明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dd1;
源库
create database dd1;
create table dd1.td1 (
id int auto_increment,
col11 varchar(16),
col12 varchar(16),
primary key (id)
);
insert into dd1.td1 (id, col11, col12) values (1,
'col11', 'col12');
create table dd1.td2 like dd1.td1;
insert into dd1.td2 (id, col11, col12) values (10001,
'col1111', 'col1212');
执行结果 # 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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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库

说明

重复字段会进行合并

4.2.5 库和表均重命名
功能：库和表均重定向,将 de1 库的 te1 表重定向到 de 库的 te 表。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INSERT INTO `etl_config`.`rename_rule`(task_name, original_db,
original_table, new_db, new_table) VALUES ('arkgate_test', 'de1',
'te1', 'de', 'te');
2、重启 to_mysql
库名表名都修改为指定名称
说明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de1;
源库
create database de1;
create table de1.te1 (
id
int auto_increment,
col15 varchar(16),
col16 varchar(16),
primary key (id)
);
insert into de1.te1 (id, col15, col16) values (1,
'col15', 'col16');
执行结果 # 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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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库

4.2.6 匹配正则表达式的重定向
4.2.6.1 匹配正则表达式的库重定向
功能：匹配正则表达式的库重定向,将匹配以 rda 开头的库中的表重定向到
rda 库中。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INSERT INTO `etl_config`.`rename_regexp`(task_name,db_pattern,
new_db) VALUES ('arkgate_test', '^rda', 'rda');
2、重启 to_mysql
所有以 rda 开头的库中的表都会重定向到 rda 库
说明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rda1;
源库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rda2;
create database rda1;
create database rda2;
create table rda1.rta1 (
id
int auto_increment,
col15 varchar(16),
col16 varchar(16),
primary key (id)
);
insert into rda1.rta1 (id, col15, col16) values (1,
'col15', 'col16');
create table rda2.rta2 like rda1.rta1;
执行结果 # 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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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库

4.2.6.2 匹配正则表达式的表重定向
功能：匹配正则表达式的表重定向,将匹配以 rtb 开头的表重定向到 rtb 表
中。
配置：
2、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INSERT INTO `etl_config`.`rename_regexp`(task_name, table_pattern,
new_table) VALUES ('arkgate_test', '^rtb', 'rtb');
2、重启 to_mysql
所有以 rtb 开头的表都会重定向到 rtb 表
说明
create database regexptb;
源库
create table regexptb.rtb1 (
id
int auto_increment,
col15 varchar(16),
col16 varchar(16),
primary key (id)
);
insert into regexptb.rtb1 (id, col15, col16) values (1,
'col15', 'col16');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cloud-ark.com

69

极数云舟数据库实时异构同步系统 Arkgate 用户手册

执行结果

create table regexptb.rtb2 like regexptb.rtb1;
# 源库

# 目的库

4.2.6.3 匹配正则表达式的库和表重定向
功能：匹配正则表达式的库和表重定向,将匹配以 rtb 开头的表重定向到 rtb
表中。
配置：
3、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INSERT INTO `etl_config`.`rename_regexp`(task_name, db_pattern,
table_pattern, new_db,new_table) VALUES ('arkgate_test', '^rdc',
'^rtc[a-z]*rtcc$', 'rdc', 'rtc');
2、重启 to_mysql
所有以 rdc 开头的库下的以 rtc 开头且以 rtcc 结尾的表都会重
说明
定向到 rdc 库下的 rtc 表,rtca 不会重定向
create database rdc1;
源库
create database rdc2;
create table rdc1.rtcartcc (
id
int auto_increment,
col19 varchar(16),
col20 varchar(16),
primary key (id)
);
insert into rdc1.rtcartcc (id, col19, col20) values (1,
'col19', 'col20');
create table rdc1.rtca (
id
int auto_increment,
col19 varchar(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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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20 varchar(16),
primary key (id)

执行结果

);
insert into rdc1.rtca (id, col19, col20) values (1,
'col19', 'col20');
create table rdc2.rtcbrtcc (
id
int auto_increment,
col19 varchar(16),
col20 varchar(16),
primary key (id)
);
insert into rdc2.rtcbrtcc (id, col19, col20) values (1,
'col19', 'col20');
# 源库

# 目的库

说明

rdc1.rtca 不匹配正则表达式，所以不会重定向到 rdc.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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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过滤
Adapter 支持字段过滤和 DDL 操作过滤。
4.3.1 字段过滤
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
mysql>update task_info set filter_col_flag=1 where
dc_dbname='arkgate_test';

注：每次修改完配置表后需要重启 to_mysql 才能生效。
重启命令如下：
ps -ef|grep to_mysql
kill -9 <pid>
/data/arketl/bin/to_mysql -dc_ip=127.0.0.1 -dc_pass="arkgate_test" dc_port=3321 -dc_user="arkgate" -task_name=arkgate_test &

4.3.1.1 过滤指定表的一个字段
功能：过滤 school.teacher 表的 name 字段，其它字段正常同步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truncate etl_config.filter_col;
INSERT INTO `etl_config`.filter_col(task_name, dbname,tablename,
column_names) VALUES ('arkgate_test', 'school','teacher', 'name');
2、重启 to_mysql
说明
建表时不会过滤字段
# 建库建表
源库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school;
CREATE database school;
CREATE table school.teacher (
id
int unsigned auto_increment,
name
varchar(16),
`column` varchar(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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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 varchar(11) not null,
hobby varchar(16),
money
int,
primary key (id)
执行结果

说明
源库
源库

执行结果

);
# 源库和目的库表结构相同

DML 操作会过滤字段,插入对应自动默认值或者 NULL
指定过滤字段插入数据
insert into school.teacher (name, `column`,
telephone, hobby, money) VALUES ('zhangsan',
'special_column', '110110110', 'sport', 123),
('zhangsan1', 'special_column1', '110110110',
'sport', 123);
#源库数据

#目的库数据

源库
源库
执行结果

不指定过滤字段，全字段插入
insert into school.teacher VALUES (3,'zhangsan',
'special_column22', '110110110', 'sport', 123);
#源库数据

#目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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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不指定过滤字段的 DML 操作也会过滤该字段，插入对应自
动默认值或者 NULL

4.3.1.2 过滤指定表的多个字段
功能：过滤 school.teacher 表的 telephone,hobby,money 字段，其它字段
正常同步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truncate table etl_config.filter_col;
INSERT INTO `etl_config`.filter_col(task_name, dbname, tablename,
column_names) VALUES ('arkgate_test', 'school', 'teacher',
'telephone,hobby,money');
2、重启 to_mysql
说明
多个字段用，隔开，逗号后边不能有空格
insert into school.teacher (name, `column`,
源库
telephone, hobby, money)
VALUES ('zhangsan2', 'special_column', '110110110',
'sport', 123);
执行结果
# 源库数据

#目的库数据

说明

DML 操作会过滤字段,插入对应自动默认值或者
NULL,telephone 默认为空，hobby 和 money 默认为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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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 特殊字段过滤
功能：过滤 school.teacher 表的 column 字段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truncate etl_config.filter_col;
INSERT INTO `etl_config`.filter_col(task_name, dbname, tablename,
column_names) VALUES ('arkgate_test','school', 'teacher',
'column');
2、重启 to_mysql
说明
column 字段为 MySQL 关键字字段，指定该字段时需要加反引
号才能创建成功
insert into school.teacher (name, `column`,
源库
telephone, hobby, money)
VALUES ('zhangsan3', 'special_column', '110110110',
'sport', 123);
执行结果
# 源库数据

#目的库数据

说明

对于特殊字段的操作，需要加反引号 SQL 才能执行，配置过
滤条件时不用加反引号

4.3.1.4 过滤的字段上有索引
功能：过滤 school.student 表的 idxcol 字段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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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ncate etl_config.filter_col;
INSERT INTO `etl_config`.filter_col(task_name,dbname, tablename,
column_names) VALUES ('arkgate_test', 'school', 'student',
'idxcol');
2、重启 to_mysql
说明
idxcol 为索引列
#源库建表
源库
CREATE table school.student(
id
int auto_increment,
xingming
varchar(16),
telephone varchar(12),
math
int,
english int,
idxcol
varchar(16),
money
int,
index idx_idxcol(idxcol),
primary key (id)
);
insert into school.student (xingming, telephone,
math, english, idxcol) values ('lisi', '1111111',
88, 82, 'idxcol1'), ('lisi1', '1111111', 88, 82,
'idxcol1');
执行结果
# 源库数据

#目的库数据

4.3.1.5 过滤一个库下所有表的某字段
功能：过滤 school 库下的 telephone 字段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truncate etl_config.filter_col;
INSERT INTO `etl_config`.filter_col( task_name,dbname,
column_names) VALUES ('arkgate_test', 'school', 'telephone');
2、重启 to_mysql
insert into school.teacher (name, `column`,
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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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

telephone, hobby, money) VALUES ('zhangsan2',
'special_column', '110110110', 'sport', 123);
insert into school.student (xingming, telephone,
math, english, idxcol) values ('lisi2', '1111111',
88, 82, 'idxcol1');
# 源库数据

#目的库数据

4.3.1.6 只指定字段所有库表都过滤
功能：过滤所有库表下的 money 字段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truncate etl_config.filter_col;
INSERT INTO `etl_config`.filter_col(task_name,column_names) VALUES
( 'arkgate_test','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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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启 to_mysql
drop table if exists school.student;
源库
CREATE table school.student (
id int auto_increment,
xingming varchar(16),
telephone varchar(12),
math int,
english int,
idxcol varchar(16),
money int,
index idx_idxcol(idxcol),
primary key (id)
);
insert into school.student (xingming, telephone,
money, english, idxcol)
values ('lisi', '1111111', 88, 82, 'idxcol1'),
('lisi1', '1111111', 88, 82,
'idxcol1');

执行结果

create table student1 like student;
insert into student1 (xingming, telephone, money,
english, idxcol) values ('lisi', '1111111', 88, 82,
'idxcol1'), ('lisi1', '1111111', 88, 82,
'idxcol1');
# 源库数据

#目的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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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7 指定表名过滤多个字段
功能：过滤所有表名为 all_table 的 col1 和 col2 字段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truncate etl_config.filter_col;
INSERT INTO `etl_config`.filter_col(task_name,tablename,
column_names)
VALUES ('arkgate_test', 'all_table', 'col1,col2');
2、重启 to_mysql
create table school.all_table (
源库
id int auto_increment,
name varchar(16),
money varchar(16),
col1 varchar(16),
col2 varchar(16),
col3 varchar(16),
primary key (id)
);
insert into school.all_table (name, money, col1,
col2) values ('tom',12, 'col1', 'col2'), ('tom1',
12, 'col1', 'col2');
执行结果
# 源库数据

#目的库数据

4.3.1.8 过滤的字段不存在
功能：过滤所有表名为 all_table 的 col1 和 col2 字段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truncate etl_config.filter_col;
INSERT INTO `etl_config`.filter_col(task_name, dbname, tab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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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_names) VALUES ('arkgate_test','company', 'order',
'col100');
2、重启 to_mysql
说明
order 表中没有过滤字段 co100，表中其他字段正常同步，
不受影响
create database company;
源库
create table company.order(
id int auto_increment,
col10 varchar(16),
col101 varchar(16),
primary key (id)
);
insert into company.order
values(123,'col10','col101');
执行结果
#源库和目的库的结果均为：

4.3.1.9 column_names 为空
功能：过滤所有表名为 all_table 的 col1 和 col2 字段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truncate etl_config.filter_col;
INSERT INTO `etl_config`.filter_col(task_name,dbname, tablename)
VALUES ('arkgate_test', 'company', 'library');
2、重启 to_mysql
说明
配置表的 column_names 未配置
create table company.library(
源库
id int auto_increment,
name varchar(16),
col4 varchar(16),
primary key (id)
);
insert into company.library
values(1,'tomtom','col4'),(2,'tomtom1','col4');
执行结果
#源库数据

#目的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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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column_names 未配置，不会过滤字段，正常同步

4.3.2 DDL 过滤
DDL 过 滤 支 持 CREATETABLE 、 ALTERTABLE 、 TRUNCATE 、
DROPTABLE 四种 DDL 操作，同时对于 ALTERTABLE 操作还支持 ADD
COLUMN、ADD INDEX、DROP COLUNM、DROP INDEX 四种类型。
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
mysql>update etl_config.task_info set filter_opt_flag=1 where
dc_dbname='arkgate_test';

注：每次修改完配置表后需要重启 to_mysql 才能生效。
重启命令如下：
ps -ef|grep to_mysql
kill -9 <pid>
/data/arketl/bin/to_mysql -dc_ip=127.0.0.1 -dc_pass="arkgate_test" dc_port=3321 -dc_user="arkgate" -task_name=arkgate_test &

4.3.2.1 过滤 ALTERTABLE 的 ADD COLUMN 和 ADD INDEX 操作
功能：过滤 ALTERTABLE 的 ADD COLUMN 和 ADD INDEX 操作，过滤 animal 库
的 dog 表的 ALTERTABLE 的 ADD COLUMN 和 ADD INDEX 操作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INSERT INTO `etl_config`.`filter_opt`(task_name, dbname,
tablename, optype, action) VALUES('arkgate_test', 'animal', 'dog',
'ALTERTABLE', 'ADD COLUMN,ADD INDEX');
2、重启 to_mysql
源库
# 初始化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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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animal;
create database animal;
create table animal.dog (
id int auto_increment,
name varchar(16),
col1 varchar(16),
col2 varchar(16),
primary key (id)
);
insert animal.dog (name, col1, col2) values ('name',
'col1', 'col2'), ('name1', 'col1a', 'col2a');
# 源库

# 目的库

源库
执行结果

alter table animal.dog add col3 varchar(16);
# 源库

# 目的库

源库
执行结果

alter table animal.dog add index idx_col2(col2);
# 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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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库

4.3.2.2 过滤 ALTERTABLE 的 DROP COLUMN 和 DROP INDEX 操作
功能：过滤 ALTERTABLE 的 DROP COLUMN 和 DROP INDEX 操作，过滤 animal
库的 dog 表的 ALTERTABLE 的 DROP COLUMN 和 DROP INDEX 操作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INSERT INTO `etl_config`.`filter_opt`(task_name, dbname,
tablename, optype, action) VALUES ( 'arkgate_test', 'animal',
'dog', 'ALTERTABLE', 'DROP COLUMN,DROP INDEX');
2、重启 to_mysql
源库
# 初始化表结构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animal;
create database animal;
CREATE TABLE animal.`dog`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name` varchar(16) DEFAULT NULL,
`col1` varchar(16) DEFAULT NULL,
`col2` varchar(16) DEFAULT NULL,
PRIMARY KEY (`id`),
KEY `idx_col2` (`col2`),
KEY `idx_name` (`name`)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insert animal.dog (name, col1, col2) values ('name',
'col1', 'col2'), ('name1', 'col1a', 'col2a');
执行结果
# 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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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库

源库
执行结果

alter table animal.dog drop column col1;
# 源库

# 目的库

源库
执行结果

alter table animal.dog drop index idx_col2;
# 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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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库

4.3.2.3 过滤 CREATETABLE 操作
功能：过滤 CREATETABLE，animal1 库下所有创建表的操作都会被过滤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INSERT INTO `etl_config`.filter_opt(task_name, dbname, optype)
VALUES ('arkgate_test', 'animal1', 'CREATETABLE');
2、重启 to_mysql
说明
animal1 库下所有创建表的操作都会被过滤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animal1;
源库
create database animal1;
CREATE TABLE animal1.`dog1`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ol4` varchar(16) DEFAULT NULL,
`col5` varchar(16) DEFAULT NULL,
PRIMARY KEY (`id`)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create table animal1.dog2 like animal1.dog1;
create table animal1.cat like animal1.dog1;
执行结果 # 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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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库

4.3.2.4 过滤 TRUNCATE 操作
功能：过滤 TRUNCATE 操作，cat 表的 truncate 操作都会被过滤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INSERT INTO `etl_config`.filter_opt(task_name, tablename, optype)
VALUES ('arkgate_test', 'cat', 'TRUNCATE');
3、重启 to_mysql
说明
所有与 cat 表名相同的 truncate 操作都会被过滤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animal;
源库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animal1;
create database animal;
create database animal1;
create table animal.cat(id int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primary key,name varchar(30), col2 varchar(30), col3
varchar(30));
insert animal.cat VALUES (2, 'name', 'col2', 'col3');
create table animal1.cat like animal.cat;
insert animal1.cat VALUES (2, 'name', 'col2', 'col3');
源库
truncate table animal.cat;
truncate table animal1.cat;
执行结果
源库

目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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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5 过滤 DROPTABLE 操作
功能：过滤 DROPTABLE 操作，drop table 操作都会被过滤
配置：
1、登录 datacenter 实例修改 ETL 任务基准表 task_info (mysql -uroot P3321 -h127.0.0.1 -A)执行
INSERT INTO `etl_config`.filter_opt(task_name, optype) VALUES
('arkgate_test', 'DROPTABLE');
2、重启 to_mysql
说明
所有表的 drop 操作都过滤
源库
执行结果

drop table animal.cat;
drop table animal1.cat;
源库

目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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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压缩和加密
Arkgate 支持数据压缩和加密。
数据压缩使用的官方 MySQL 压缩协议，它是 MySQL 通信协议的
一部分，要求 MySQL 服务器和客户端都支持 Zlib 算法，启动压缩协
议会导致 CPU 负载略微上升。使用-C 参数或--compress=true 参数
即可开启压缩功能。
数据加密传输是使用官方 MySQL SSL 协议，通过 SSL 协议来保
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和验证消息的完整性。
为了考虑不侵入源端和目的端，当需要开启 Arkgate 的数据压
缩和加密功能时，我们建议 Arkgate 数据库实例和源端数据库部署
在同一个机房或同一个专有网络里(禁止跨公网)，Arkgate 的数据
中心、Adapter 和目的端数据库部署在同一个机房或同一个专有网
络里(禁止跨公网)。 源端和目的端可以跨公网传输,这样开启数据
压缩和数据加密时可以节约专线流量和保证数据传输安全，源端和
目的端无需调整任何内容，所有操作都由 Arkgate 来完成。
部署架构图建议如下：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cloud-ark.com

88

极数云舟数据库实时异构同步系统 Arkgate 用户手册

图中 Arkgate 作为访问 DataCenter 的客户端，进行数据远程存
储，在公网传输过程中开启数据压缩和加密传输。

4.4.1 数据压缩
Arkgate 提 供 参 数 arkgate_compression_write 用 来 控 制
Arkgate 在向 DataCenter 写入数据时是否开启压缩功能，支持在线
修改。已有通道需要 stop 复制通道再 start 复制通道才能生效。
默认是开启数据压缩，新建复制通道无需调整。在 Arkgate 数据
库实例执行：
mysql> show global variables like '%arkgate_compression_write%';
+---------------------------+-------+
| Variable_name
| Value |
+---------------------------+-------+
| arkgate_compression_write | 1
|
+---------------------------+-------+
1 row in set (0.01 sec)

对于正在运行的复制通道通过如下步骤开启数据压缩：
set global arkgate_replication_stop = "arkgate_test";
set global arkgate_compression_write=1;
set global arkgate_replication_start =
"arkgate_test:arkgate:arkgate_test";

4.4.2 数据加密
Arkgate 使用官方 MySQL SSL 来完成数据传输加密，提供如下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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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gate_ssl_ca:用来设置 arkgate 存储数据时，是不是开启
SSL 加密，如果不开启，设置为 NULL 即可。修改之后，需要重新开
启复制才能生效。
arkgate_ssl_cert:用来设置 arkgate 存储数据时，是不是开启
SSL 加密，如果不开启，设置为 NULL 即可。修改之后，需要重新开
启复制才能生效。
arkgate_ssl_key:用来设置 arkgate 存储数据时，是不是开启
SSL 加密，如果不开启，设置为 NULL 即可。修改之后，需要重新开
启复制才能生效。
如下是 Arkgate 开启数据加密的步骤：
1.在 Datacenter 所属的数据库实例生成 SSL 相关文件。对于初
始化的数据库实例，在初始化后执行如下命令:
mysql_ssl_rsa_setup --datadir=/data/arkdb/3321/data/

对于正在运行的数据库实例，则需要先停止数据库实例后执行:
./mysql.server -P 3321 stop
mysql_ssl_rsa_setup --datadir=/data/arkdb/3321/data/

2.指定的 datadir 目录下生成如下文件:
[root@arkdb03
-rw-------. 1
-rw-r--r--. 1
-rw-r--r--. 1
-rw-------. 1
-rw-------. 1
-rw-r--r--. 1
-rw-r--r--. 1
-rw-------. 1

data]# ls -l *.pem
mysql mysql 1679 9 月
mysql mysql 1115 9 月
mysql mysql 1115 9 月
mysql mysql 1679 9 月
mysql mysql 1675 9 月
mysql mysql 451 9 月
mysql mysql 1115 9 月
mysql mysql 1679 9 月

6
6
6
6
6
6
6
6

17:50
17:50
17:50
17:50
17:50
17:50
17:50
17:50

ca-key.pem
ca.pem
client-cert.pem
client-key.pem
private_key.pem
public_key.pem
server-cert.pem
server-key.pem

修改.pem 文件的所属权限用户为 mysql
chown -R mysql:mysql

/data/arkdb/3321/data/*.p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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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如果 Arkgate 实例和 datacenter 不在同一个实例时，需
要将生成的*.pem 拷贝到 Arkgate 实例的 datadir 目录，并修改所
属权限用户为 mysql。
3.启动 mysql 实例
./mysql.server -P 3321 start

4.修改 arkgate.cnf 配置文件，新增如下参数：
arkgate_ssl_ca = /data/arkdb/3321/data/ca.pem
arkgate_ssl_cert = /data/arkdb/3321/data/client-cert.pem
arkgate_ssl_key = /data/arkdb/3321/data/client-key.pem

5.重启 Arkgate 数据库实例，重启复制通道即可。执行如下命令
查看 SSL 信息：
mysql> show global variables like '%ssl%';
+------------------+---------------------------------------+
| Variable_name
| Value
|
+------------------+---------------------------------------+
| arkgate_ssl_ca | /data/arkdb/3321/data/ca.pem
|
| arkgate_ssl_cert | /data/arkdb/3321/data/client-cert.pem |
| arkgate_ssl_key | /data/arkdb/3321/data/client-key.pem |
| have_openssl
| YES
|
| have_ssl
| YES
|
| ssl_ca
| ca.pem
|
| ssl_capath
|
|
| ssl_cert
| server-cert.pem
|
| ssl_cipher
|
|
| ssl_crl
|
|
| ssl_crlpath
|
|
| ssl_key
| server-key.pem
|
+------------------+---------------------------------------+
12 rows in set (0.01 sec)

6.验证 SSL 是否生效，抓取 Arkgate 数据库实例(client)到
DataCenter 数据库实例(服务端)执行 SQL 语句的数据是否为密文，
在 DataCenter 数据库实例端通过 tshark 或 tcpdump 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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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h<dc 实例所在的 IP 地址> -P3321 -uarkgate -parkgate_test -e
"show databases;"

使用 tshark 命令如下:
#安装 tshark
yum install wireshark -y
#tshark 命令
tshark -i enp0s3
'port 3321'

-d tcp.port==3321,mysql -T fields -e mysql.query

其中 enp0s3 为网卡，3321 为数据库端口。
使用 SSL 加密时无法捕获到传输的数据(即执行的 SQL)。
[root@arkdb03 3321]# tshark -i enp0s3 -d tcp.port==3321,mysql -T
fields -e mysql.query 'port 3321'
Running as user "root" and group "root". This could be dangerous.
Capturing on 'enp0s3'

关闭 SSL 时可以捕获到传输到数据,示例如下:
#mysql -h<dc 实例所在的 IP 地址> -P3321 -uarkgate -parkgate_test -ssl-mode=DISABLED -e "show databases;"

[root@arkdb03 3321]# tshark -i enp0s3 -d tcp.port==3321,mysql -T
fields -e mysql.query 'port 3321'
Running as user "root" and group "root". This could be dangerous.
Capturing on 'enp0s3'
select @@version_comment limit 1
show databases

7.为了确认数据传入过程中数据采用 SSL 加密，还可以创建
arkgate 账号时要求使用 SSL，创建账号如下：
alter user 'arkgate'@'%' require ssl;
flush privi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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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提供 SSL 相关认证信息则无法连接数据库，取消 SSL 命令
如下:
alter user 'arkgate'@'%' require none;

4.5 数据冲突
Arkgate 中的 to_mysql 程序支持数据冲突处理。数据冲突处理
针对有主键或者唯一键的表，对于源端（src）的每个 DML 修改的行
的主键或者唯一键字段都会和目的端(dst)做验证，如果两端数据不
一致，会在 etl_config 库中的 conflict_log 表中记录源端、目的
端信息、DML 操作类型和 SQL 语句、源端旧数据、源端新数据、目
的端冲突数据、在目的端操作类型、回滚语句，并且给出执行建议。
另外，针对 exec_mode 值不同，目的端数据的处理会不同。
注：每次修改 exec_mode 后需要重启 to_mysql 才能生效。

4.5.1 exec_mode=0 的数据冲突测试
4.5.1.1 insert 冲突测试
1. 源库 insert 的数据在目的库已存在的冲突测试
功能：源库 insert 的数据目的库已经存在，且数据一致，不会进行处理，但
是会记录冲突日志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conflict_db;
源库
create database conflict_db;
CREATE TABLE conflict_db.`test`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2` int(11) DEFAULT '0',
`c3` varchar(10) DEFAULT '',
`c4` varchar(10) DEFAULT '',
`c5` varchar(10) DEFAULT '',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index_c2_c3` (`c2`,`c3`),
UNIQUE KEY `index_c4` (`c4`),
KEY `index_c5` (`c5`)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目的库提前写入 ：
目的库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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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库再插入相同记录：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 目的库

#conflict_log 表
id: 18
task_name: arkgate_test
data_id: 100079
data_tid: 20047
src_ip: 127.0.0.1
src_port: 3306
src_table: `conflict_db`.`test`
dst_ip: 127.0.0.1
dst_port: 3307
dst_table: `conflict_db`.`test`
dml_type: INSERT
dml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1,1,1,1)
src_old_row: null
src_new_row:
[{"id":"1"},{"c2":"1"},{"c3":"1"},{"c4":"1"},{"c5":"1"}]
dst_conflict_rows:
[{"c2":"1","c3":"1","c4":"1","c5":"1","id":"1"}]
dst_operate: skip
rollback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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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comment: conflict found, we skip it. you can
execute dml_sql on dst to force overwrite its data, or
execute rollback_sql on src to make its data consistent
with dst.
create_time: 2019-12-06 14:36:05
两端主键为 1 的行数据一致，跳过该冲突，日志保留冲突记录

2. 目的库对应的主键或唯一索引数据存在，但与源库 insert 数据
不一致的冲突测试
功能：目的库对应的主键或唯一索引数据存在，但与源库 insert 数据不一
致，目的库不会做任何处理，冲突日志会记录每个冲突的数据。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conflict_db;
源库
create database conflict_db;
CREATE TABLE conflict_db.`test`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2` int(11) DEFAULT '0',
`c3` varchar(10) DEFAULT '',
`c4` varchar(10) DEFAULT '',
`c5` varchar(10) DEFAULT '',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index_c2_c3` (`c2`,`c3`),
UNIQUE KEY `index_c4` (`c4`),
KEY `index_c5` (`c5`)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目的库
# 目的库提前写入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2,1,'1','3','1');#c2 唯一键与源库 insert 冲突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3,1,'3','4','1'); #
无冲突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2','2','1'); #
主键与源库 insert 数据冲突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4,2,'2','1','1');#c4 唯一键与源库 insert 数据冲突

源库

# 源库再插入相同记录：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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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库

#conflict_log 表
id: 19
task_name: arkgate_test
data_id: 100082
data_tid: 20049
src_ip: 127.0.0.1
src_port: 3306
src_table: `conflict_db`.`test`
dst_ip: 127.0.0.1
dst_port: 3307
dst_table: `conflict_db`.`test`
dml_type: INSERT
dml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1,1,1,1)
src_old_row: null
src_new_row:
[{"id":"1"},{"c2":"1"},{"c3":"1"},{"c4":"1"},{"c5":"1"}]
dst_conflict_rows:
[{"c2":"1","c3":"2","c4":"2","c5":"1","id":"1"},{"c2":"1
","c3":"1","c4":"3","c5":"1","id":"2"},{"c2":"2","c3":"2
","c4":"1","c5":"1","id":"4"}]
dst_operate: skip
rollback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1,2,2,1);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c4,c5,id,c2,c3)
VALUES(3,1,2,1,1);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c5,id,c2,c3,c4) VALUES(1,4,2,2,1)
comment: conflict found, we skip it. you can
execute dml_sql on dst to force overwrite its data,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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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ecute rollback_sql on src to make its data consistent
with dst.
create_time: 2019-12-06 14:54:09
两端数据不一致，日志保留冲突记录。可以通过在目的库执行
dml_sql 的 SQL 语句来强制与源库一致或者通过在源库执行
rollback_sql 的 SQL 语句与目的库保持一致。

4.5.1.2 update 冲突测试
1. 目的库没有和源库匹配的主键或者唯一键数据的冲突测试
功能：目的库没有和源库对应的主键或唯一索引数据，源库更新数据，目的
库不会做任何处理，冲突日志会记录冲突的数据。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conflict_db;
源库
create database conflict_db;
CREATE TABLE conflict_db.`test`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2` int(11) DEFAULT '0',
`c3` varchar(10) DEFAULT '',
`c4` varchar(10) DEFAULT '',
`c5` varchar(10) DEFAULT '',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index_c2_c3` (`c2`,`c3`),
UNIQUE KEY `index_c4` (`c4`),
KEY `index_c5` (`c5`)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源库
# 源库插入记录：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目的库
源库

# 目标库手动删掉
delete from conflict_db.test where id =1;
# 源库执行 update
update conflict_db.test set c2=2 where 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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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库

结果

# 目的库

#conflict_log 表
id: 20
task_name: arkgate_test
data_id: 400039
data_tid: 80016
src_ip: 127.0.0.1
src_port: 3306
src_table: `conflict_db`.`test`
dst_ip: 10.0.0.175
dst_port: 3307
dst_table: `conflict_db`.`test`
dml_type: UPDATE
dml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2,1,1,1)
src_old_row:
[{"id":"1"},{"c2":"1"},{"c3":"1"},{"c4":"1"},{"c5":"1"}]
src_new_row:
[{"id":"1"},{"c2":"2"},{"c3":"1"},{"c4":"1"},{"c5":"1"}]
dst_conflict_rows: []
dst_operate: skip
rollback_sql: DELETE FROM `conflict_db`.`test`
WHERE `id`=1
comment: conflict found, we skip it. you can
execute dml_sql on dst to force overwrite its data, or
execute rollback_sql on src to make its data consistent
with dst.
create_time: 2019-12-12 14:58:07
两端数据不一致，日志保留冲突记录。可以通过在目的库执行
dml_sql 的 SQL 语句来强制与源库一致或者通过在源库执行
rollback_sql 的 SQL 语句与目的库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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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库更新的数据与源库存在主键或者唯一键冲突的冲突测试
功能：目的库提前更新数据，产生的数据与源库更新后产生的数据产生冲
突，目的库不会做任何处理，冲突日志会记录冲突的数据。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conflict_db;
源库
create database conflict_db;
CREATE TABLE conflict_db.`test`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2` int(11) DEFAULT '0',
`c3` varchar(10) DEFAULT '',
`c4` varchar(10) DEFAULT '',
`c5` varchar(10) DEFAULT '',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index_c2_c3` (`c2`,`c3`),
UNIQUE KEY `index_c4` (`c4`),
KEY `index_c5` (`c5`)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源库

# 源库插入记录：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目的库

# 目标库手动提前更新 c2 为 2
update conflict_db.test set c2=2 where id=1;

源库

# 源库执行 update
update conflict_db.test set c2=2 where id=1;

目的库

# 目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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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conflict_log 表
id: 25
task_name: arkgate_test
data_id: 400045
data_tid: 80019
src_ip: 127.0.0.1
src_port: 3306
src_table: `conflict_db`.`test`
dst_ip: 127.0.0.1
dst_port: 3307
dst_table: `conflict_db`.`test`
dml_type: UPDATE
dml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2,1,1,1)
src_old_row:
[{"id":"1"},{"c2":"1"},{"c3":"1"},{"c4":"1"},{"c5":"1"}]
src_new_row:
[{"id":"1"},{"c2":"2"},{"c3":"1"},{"c4":"1"},{"c5":"1"}]
dst_conflict_rows:
[{"c2":"2","c3":"1","c4":"1","c5":"1","id":"1"}]
dst_operate: skip
rollback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2,1,1,1)
comment: conflict found, we skip it. you can
execute dml_sql on dst to force overwrite its data, or
execute rollback_sql on src to make its data consistent
with dst.
create_time: 2019-12-12 15:19:43
两端数据一致，日志保留冲突记录。可以通过在目的库执行
dml_sql 的 SQL 语句来强制与源库一致或者通过在源库执行
rollback_sql 的 SQL 语句与目的库保持一致。

3. 目的库既存在与源库主键或者唯一键相同的数据，同时产生与源
库主键与唯一键冲突数据的冲突测试
功能：目的库产生的数据与源库产生的数据存在主键或者唯一键冲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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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不会做任何处理，冲突日志会记录冲突的数据。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conflict_db;
源库
create database conflict_db;
CREATE TABLE conflict_db.`test`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2` int(11) DEFAULT '0',
`c3` varchar(10) DEFAULT '',
`c4` varchar(10) DEFAULT '',
`c5` varchar(10) DEFAULT '',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index_c2_c3` (`c2`,`c3`),
UNIQUE KEY `index_c4` (`c4`),
KEY `index_c5` (`c5`)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源库

# 源库插入记录：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目的库

# 目标库手动提前插入一条 c2=2，c3='1'的记录造成唯一键冲突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2,2,'1','2','1');

源库

# 源库执行 update
update conflict_db.test set c2=2 where id=1;

目的库

# 目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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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conflict_log 表
id: 26
task_name: arkgate_test
data_id: 400046
data_tid: 80020
src_ip: 127.0.0.1
src_port: 3306
src_table: `conflict_db`.`test`
dst_ip: 127.0.0.1
dst_port: 3307
dst_table: `conflict_db`.`test`
dml_type: UPDATE
dml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2,1,1,1)
src_old_row:
[{"id":"1"},{"c2":"1"},{"c3":"1"},{"c4":"1"},{"c5":"1"}]
src_new_row:
[{"id":"1"},{"c2":"2"},{"c3":"1"},{"c4":"1"},{"c5":"1"}]
dst_conflict_rows:
[{"c2":"1","c3":"1","c4":"1","c5":"1","id":"1"},{"c2":"2
","c3":"1","c4":"2","c5":"1","id":"2"}]
dst_operate: skip
rollback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1,1,1,1);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c4,c5,id,c2,c3) VALUES(2,1,2,2,1)
comment: conflict found, we skip it. you can
execute dml_sql on dst to force overwrite its data, or
execute rollback_sql on src to make its data consistent
with dst.
create_time: 2019-12-12 15:43:23
两端数据不一致，日志保留冲突记录。可以通过在目的库执行
dml_sql 的 SQL 语句来强制与源库一致或者通过在源库执行
rollback_sql 的 SQL 语句与目的库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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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3 delete 冲突测试
1. 目的库删除与源库相同的数据行的冲突测试
功能：目的库提前删除与源库相同的数据，目的库不会做任何处理，冲突日
志会记录冲突的数据。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conflict_db;
源库
create database conflict_db;
CREATE TABLE conflict_db.`test`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2` int(11) DEFAULT '0',
`c3` varchar(10) DEFAULT '',
`c4` varchar(10) DEFAULT '',
`c5` varchar(10) DEFAULT '',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index_c2_c3` (`c2`,`c3`),
UNIQUE KEY `index_c4` (`c4`),
KEY `index_c5` (`c5`)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源库

# 源库插入记录：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目的库

# 目标库手动删掉
delete from conflict_db.test where id =1;

源库

# 源库执行 delete
delete from conflict_db.test where id =1;

目的库

# 目的库

#conflict_log 表
id:
task_name:
data_id:
data_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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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src_ip: 127.0.0.1
src_port: 3306
src_table: `conflict_db`.`test`
dst_ip: 127.0.0.1
dst_port: 3307
dst_table: `conflict_db`.`test`
dml_type: DELETE
dml_sql: DELETE FROM `conflict_db`.`test`
WHERE `id` =1 LIMIT 1
src_old_row:
[{"id":"1"},{"c2":"1"},{"c3":"1"},{"c4":"1"},{"c5":"1"}]
src_new_row: null
dst_conflict_rows: []
dst_operate: skip
rollback_sql:
comment:
create_time: 2019-12-12 15:51:54
两端数据一致，日志保留 dml sql。无 rollback sql 产生。

2. 目的库与源库存在主键或者唯一键相同的数据行且存在主键或者
唯一键不一致的数据行的冲突测试
功能：目的库与源库存在主键或者唯一键相同但是其他字段不同的数据，源
库删除主键或唯一键的数据，目的库不会做任何处理，冲突日志会记录冲突
的数据。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conflict_db;
源库
create database conflict_db;
CREATE TABLE conflict_db.`test`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2` int(11) DEFAULT '0',
`c3` varchar(10) DEFAULT '',
`c4` varchar(10) DEFAULT '',
`c5` varchar(10) DEFAULT '',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index_c2_c3` (`c2`,`c3`),
UNIQUE KEY `index_c4` (`c4`),
KEY `index_c5` (`c5`)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源库

# 源库插入记录：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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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库

源库

目的库

# 目标库手动更新掉主键匹配的数据，并插入两条主键不匹配的
数据
update conflict_db.test set c2=2 where id=1;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2,1,'1','2','2'); #
c2 为唯一键，与源库相同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3,3,'3','3','3'); #
与源库无匹配字段
# 源库执行 delete
delete from conflict_db.test where id =1;

# 目的库

#conflict_log 表
id: 28
task_name: arkgate_test
data_id: 400065
data_tid: 81019
src_ip: 127.0.0.1
src_port: 3306
src_table: `conflict_db`.`test`
dst_ip: 127.0.0.1
dst_port: 3307
dst_table: `conflict_db`.`test`
dml_type: DELETE
dml_sql: DELETE FROM `conflict_db`.`test`
WHERE `id` =1 LIMIT 1
src_old_row:
[{"id":"1"},{"c2":"1"},{"c3":"1"},{"c4":"1"},{"c5":"1"}]
src_new_row: null
dst_conflict_rows:
[{"c2":"2","c3":"1","c4":"1","c5":"1","id":"1"}]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cloud-ark.com

105

极数云舟数据库实时异构同步系统 Arkgate 用户手册

结果

dst_operate: skip
rollback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2,1,1,1)
comment: conflict found, we skip it. you can
execute dml_sql on dst to force overwrite its data, or
execute rollback_sql on src to make its data consistent
with dst.
create_time: 2019-12-12 16:05:43
两端数据不一致，目的库没有删除数据。日志保留冲突记录。可
以通过在目的库执行 dml_sql 的 SQL 语句来强制与源库一致或者
通过在源库执行 rollback_sql 的 SQL 语句与目的库保持一致。
备注：如果目的库执行 dml_sql 的 SQL 语句来强制与源库一致，
删除数据中 c2=2 而不是 c2=1

4.5.2 exec_mode=1 的数据冲突测试
4.5.2.1 insert 冲突测试
1. 源库 insert 的数据在目的库已存在的冲突测试
功能：源库 insert 的数据目的库已经存在，且数据一致，目的库执行
replace into，即先删除原来的数据，然后插入与源库相同的数据，与源库
保持一致。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conflict_db;
源库
create database conflict_db;
CREATE TABLE conflict_db.`test`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2` int(11) DEFAULT '0',
`c3` varchar(10) DEFAULT '',
`c4` varchar(10) DEFAULT '',
`c5` varchar(10) DEFAULT '',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index_c2_c3` (`c2`,`c3`),
UNIQUE KEY `index_c4` (`c4`),
KEY `index_c5` (`c5`)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目的库提前写入 ：
目的库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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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库再插入相同记录：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 目的库

结果

#conflict_log 表
id: 30
task_name: arkgate_test
data_id: 400067
data_tid: 80030
src_ip: 127.0.0.1
src_port: 3306
src_table: `conflict_db`.`test`
dst_ip: 127.0.0.1
dst_port: 3307
dst_table: `conflict_db`.`test`
dml_type: INSERT
dml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1,1,1,1)
src_old_row: null
src_new_row:
[{"id":"1"},{"c2":"1"},{"c3":"1"},{"c4":"1"},{"c5":"1"}]
dst_conflict_rows:
[{"c2":"1","c3":"1","c4":"1","c5":"1","id":"1"}]
dst_operate: skip
rollback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1,1,1,1)
comment: conflict found, we skip it. you can
execute dml_sql on dst to force overwrite its data, or
execute rollback_sql on src to make its data consistent
with dst.
create_time: 2019-12-06 14:36:05
两端主键为 1 的行数据一致。目的库执行 replace into，即先删
除原来的数据，然后插入与源库相同的数据，与源库保持一致。
日志表记录冲突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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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的库对应的主键或唯一索引数据存在，但与源库 insert 数据
不一致的冲突测试
功能：目的库对应的主键或唯一索引数据存在，但与源库 insert 数据不一
致，目的库会执行 replace into，与源库主键或唯一索引数据保持一致。冲
突日志会记录每个冲突的数据。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conflict_db;
源库
create database conflict_db;
CREATE TABLE conflict_db.`test`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2` int(11) DEFAULT '0',
`c3` varchar(10) DEFAULT '',
`c4` varchar(10) DEFAULT '',
`c5` varchar(10) DEFAULT '',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index_c2_c3` (`c2`,`c3`),
UNIQUE KEY `index_c4` (`c4`),
KEY `index_c5` (`c5`)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目的库

# 目的库提前写入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2,1,'1','3','1');
#c2 唯一键与源库 insert 冲突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3,1,'3','4','1'); #
无冲突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2','2','1'); #
主键与源库 insert 数据冲突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4,2,'2','1','1');#c4 唯一键与源库 insert 数据冲突

源库

# 源库再插入相同记录：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 目的库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cloud-ark.com

108

极数云舟数据库实时异构同步系统 Arkgate 用户手册

结果

#conflict_log 表
id: 31
task_name: arkgate_test
data_id: 400071
data_tid: 80032
src_ip: 127.0.0.1
src_port: 3306
src_table: `conflict_db`.`test`
dst_ip: 127.0.0.1
dst_port: 3307
dst_table: `conflict_db`.`test`
dml_type: INSERT
dml_type: INSERT
dml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1,1,1,1)
src_old_row: null
src_new_row:
[{"id":"1"},{"c2":"1"},{"c3":"1"},{"c4":"1"},{"c5":"1"}]
dst_conflict_rows:
[{"c2":"1","c3":"2","c4":"2","c5":"1","id":"1"},{"c2":"1
","c3":"1","c4":"3","c5":"1","id":"2"},{"c2":"2","c3":"2
","c4":"1","c5":"1","id":"4"}]
dst_operate: replace
rollback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1,2,2,1);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c3,c4,c5,id,c2)
VALUES(1,3,1,2,1);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c4,c5,id,c2,c3) VALUES(1,1,4,2,2)
comment: conflict found, we force write into
the dst. you can execute rollback_sql on src or dst to
rollback them to the previous data before this.
create_time: 2019-12-12 16:30:20
两端数据不一致，主键为 1 的数据一致。日志保留冲突记录。对
于 id 为 3 的行与源库不存在冲突，所以该行不会进行处理，该
行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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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2 update 冲突测试
1. 目的库没有和源库匹配的主键或者唯一键数据的冲突测试
功能：目的库没有和源库对应的主键或唯一索引数据，源库更新数据，目的
库执行 replace into，与源库数据保持一致，冲突日志会记录冲突的数据。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conflict_db;
源库
create database conflict_db;
CREATE TABLE conflict_db.`test`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2` int(11) DEFAULT '0',
`c3` varchar(10) DEFAULT '',
`c4` varchar(10) DEFAULT '',
`c5` varchar(10) DEFAULT '',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index_c2_c3` (`c2`,`c3`),
UNIQUE KEY `index_c4` (`c4`),
KEY `index_c5` (`c5`)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源库

# 源库插入记录：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目的库

# 目标库手动删掉
delete from conflict_db.test where id =1;

源库

# 源库执行 update
update conflict_db.test set c2=2 where id=1;

目的库

# 目的库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cloud-ark.com

110

极数云舟数据库实时异构同步系统 Arkgate 用户手册

结果

#conflict_log 表
id: 32
task_name: arkgate_test
data_id: 400077
data_tid: 80035
src_ip: 127.0.0.1
src_port: 3306
src_table: `conflict_db`.`test`
dst_ip: 10.0.0.175
dst_port: 3307
dst_table: `conflict_db`.`test`
dml_type: UPDATE
dml_type: UPDATE
dml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2,1,1,1)
src_old_row:
[{"id":"1"},{"c2":"1"},{"c3":"1"},{"c4":"1"},{"c5":"1"}]
src_new_row:
[{"id":"1"},{"c2":"2"},{"c3":"1"},{"c4":"1"},{"c5":"1"}]
dst_conflict_rows: []
dst_operate: skip
rollback_sql: DELETE FROM `conflict_db`.`test`
WHERE `id`=1
comment: conflict found, we skip it. you can
execute dml_sql on dst to force overwrite its data, or
execute rollback_sql on src to make its data consistent
with dst.
create_time: 2019-12-12 16:37:31
两端数据一致，日志保留冲突记录。目的库执行 replace into
语句与源库数据保持一致。可以通过在目的库执行 dml_sql 的
SQL 语句来强制与源库一致或者通过在源库执行 rollback_sql 的
SQL 语句与目的库保持一致。

2. 目的库更新的数据与源库存在主键或者唯一键冲突的冲突测试
功能：目的库提前更新数据，产生的数据与源库更新后产生的数据产生冲
突，目的库执行 replace 强制与源库保持一致，冲突日志会记录冲突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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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源库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conflict_db;
create database conflict_db;
CREATE TABLE conflict_db.`test`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2` int(11) DEFAULT '0',
`c3` varchar(10) DEFAULT '',
`c4` varchar(10) DEFAULT '',
`c5` varchar(10) DEFAULT '',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index_c2_c3` (`c2`,`c3`),
UNIQUE KEY `index_c4` (`c4`),
KEY `index_c5` (`c5`)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源库

# 源库插入记录：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目的库

# 目标库手动提前更新 c2 为 2
update conflict_db.test set c2=2 where id=1;

源库

# 源库执行 update
update conflict_db.test set c2=2 where id=1;

目的库

# 目的库

#conflict_log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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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id: 32
task_name: arkgate_test
data_id: 400083
data_tid: 80038
src_ip: 127.0.0.1
src_port: 3306
src_table: `conflict_db`.`test`
dst_ip: 127.0.0.1
dst_port: 3307
dst_table: `conflict_db`.`test`
dml_type: UPDATE
dml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2,1,1,1)
src_old_row:
[{"id":"1"},{"c2":"1"},{"c3":"1"},{"c4":"1"},{"c5":"1"}]
src_new_row:
[{"id":"1"},{"c2":"2"},{"c3":"1"},{"c4":"1"},{"c5":"1"}]
dst_conflict_rows:
[{"c2":"2","c3":"1","c4":"1","c5":"1","id":"1"}]
dst_operate: skip
rollback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c2,c3,c4,c5,id) VALUES(2,1,1,1,1)
comment: conflict found, we skip it. you can
execute dml_sql on dst to force overwrite its data, or
execute rollback_sql on src to make its data consistent
with dst.
create_time: 2019-12-12 16:40:34
两端数据一致，日志保留冲突记录。目的库执行 replace into
强制与源库数据一致。可以通过在目的库执行 dml_sql 的 SQL 语
句来强制与源库一致或者通过在源库执行 rollback_sql 的 SQL
语句与目的库保持一致。

3. 目的库既存在与源库主键或者唯一键相同的数据，同时产生与源
库主键与唯一键冲突数据的冲突测试
功能：目的库产生的数据与源库产生的数据存在主键或者唯一键冲突，目的
库执行 replace into 强制与源库，冲突日志会记录冲突的数据。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conflict_db;
源库
create database conflict_db;
CREATE TABLE conflict_db.`test`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2` int(11) DEFAULT '0',
`c3` varchar(10) DEFAULT '',
`c4` varchar(10) DEF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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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varchar(10) DEFAULT '',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index_c2_c3` (`c2`,`c3`),
UNIQUE KEY `index_c4` (`c4`),
KEY `index_c5` (`c5`)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源库

# 源库插入记录：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目的库

# 目标库手动提前插入一条 c2=2，c3='1'的记录造成唯一键冲突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2,2,'1','2','1');

源库

# 源库执行 update
update conflict_db.test set c2=2 where id=1;

目的库

# 目的库

#conflict_log 表
id: 33
task_name: arkgate_test
data_id: 400089
data_tid: 8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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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src_ip: 127.0.0.1
src_port: 3306
src_table: `conflict_db`.`test`
dst_ip: 127.0.0.1
dst_port: 3307
dst_table: `conflict_db`.`test`
dml_type: UPDATE
dml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2,1,1,1)
src_old_row:
[{"id":"1"},{"c2":"1"},{"c3":"1"},{"c4":"1"},{"c5":"1"}]
src_new_row:
[{"id":"1"},{"c2":"2"},{"c3":"1"},{"c4":"1"},{"c5":"1"}]
dst_conflict_rows:
[{"c2":"1","c3":"1","c4":"1","c5":"1","id":"1"},{"c2":"2
","c3":"1","c4":"2","c5":"1","id":"2"}]
dst_operate: replace
rollback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id,c2,c3,c4,c5)
VALUES(1,1,1,1,1);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c4,c5,id,c2,c3) VALUES(2,1,2,2,1)
comment: conflict found, we force write into
the dst. you can execute rollback_sql on src or dst to
rollback them to the previous data before this.
create_time: 2019-12-12 16:43:33
两端数据一致，日志保留冲突记录。目的库执行 replace into，
强制与源库数据一致。id 为 2 的数据被删除。可以通过在目的库
执行 dml_sql 的 SQL 语句来强制与源库一致或者通过在源库执行
rollback_sql 的 SQL 语句与目的库保持一致。

4.5.2.3 delete 冲突测试
1. 目的库删除与源库相同的数据行的冲突测试
功能：目的库提前删除与源库相同的数据，目的库强制与源库一致，冲突日
志会记录冲突的数据。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conflict_db;
源库
create database conflict_db;
CREATE TABLE conflict_db.`test`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2` int(11) DEFAULT '0',
`c3` varchar(10) DEFAULT '',
`c4` varchar(10) DEF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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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varchar(10) DEFAULT '',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index_c2_c3` (`c2`,`c3`),
UNIQUE KEY `index_c4` (`c4`),
KEY `index_c5` (`c5`)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源库

# 源库插入记录：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目的库

# 目标库手动删掉
delete from conflict_db.test where id =1;

源库

# 源库执行 delete
delete from conflict_db.test where id =1;

目的库

# 目的库

#conflict_log 表
id: 34
task_name: arkgate_test
data_id: 400095
data_tid: 80044
src_ip: 127.0.0.1
src_port: 3306
src_table: `conflict_db`.`test`
dst_ip: 127.0.0.1
dst_port: 3307
dst_table: `conflict_db`.`test`
dml_type: DELETE
dml_sql: DELETE FROM `conflict_db`.`test`
WHERE `id` =1 LIMIT 1
src_old_row:
[{"id":"1"},{"c2":"1"},{"c3":"1"},{"c4":"1"},{"c5":"1"}]
src_new_row: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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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dst_conflict_rows: []
dst_operate: skip
rollback_sql:
comment:
create_time: 2019-12-12 16:46:21
两端数据一致，日志保留 dml sql。无 rollback sql 产生。

2. 目的库与源库存在主键或者唯一键相同的数据行且存在主键或者
唯一键不一致的数据行的冲突测试
功能：目的库与源库存在主键或者唯一键相同的数据行且存在主键或者唯一
键不一致的数据行，源库删除主键或唯一键的数据，目的库删除主键或唯一
键数据，但是删除的数据行的字段值不一致，冲突日志会记录冲突的数据。
drop database if exists conflict_db;
源库
create database conflict_db;
CREATE TABLE conflict_db.`test` (
`id` 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c2` int(11) DEFAULT '0',
`c3` varchar(10) DEFAULT '',
`c4` varchar(10) DEFAULT '',
`c5` varchar(10) DEFAULT '',
PRIMARY KEY (`id`),
UNIQUE KEY `index_c2_c3` (`c2`,`c3`),
UNIQUE KEY `index_c4` (`c4`),
KEY `index_c5` (`c5`)
) ENGINE=InnoDB DEFAULT CHARSET=utf8mb4;
源库

# 源库插入记录：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1,1,'1','1','1');

目的库

# 目标库手动更新掉主键匹配的数据，并插入两条主键不匹配的
数据
update conflict_db.test set c2=2 where id=1;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2,1,'1','2','2'); #
c2 为唯一键，与源库相同
insert into conflict_db.test values (3,3,'3','3','3'); #
与源库无匹配字段

北京极数云舟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cloud-ark.com

117

极数云舟数据库实时异构同步系统 Arkgate 用户手册

源库

# 源库执行 delete
delete from conflict_db.test where id =1;

目的库

# 目的库

#conflict_log 表
id: 35
task_name: arkgate_test
data_id: 400101
data_tid: 80047
src_ip: 127.0.0.1
src_port: 3306
src_table: `conflict_db`.`test`
dst_ip: 127.0.0.1
dst_port: 3307
dst_table: `conflict_db`.`test`
dml_type: DELETE
dml_sql: DELETE FROM `conflict_db`.`test`
WHERE `id` =1 LIMIT 1
src_old_row:
[{"id":"1"},{"c2":"1"},{"c3":"1"},{"c4":"1"},{"c5":"1"}]
src_new_row: null
dst_conflict_rows:
[{"c2":"2","c3":"1","c4":"1","c5":"1","id":"1"}]
dst_operate: skip
rollback_sql: REPLACE INTO
`conflict_db`.`test`(c3,c4,c5,id,c2) VALUES(1,1,1,1,2)
comment: conflict found, we skip it. you can
execute dml_sql on dst to force overwrite its data, or
execute rollback_sql on src to make its data cons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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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with dst.
create_time: 2019-12-12 16:56:06
两端数据不一致，目的库删除主键为 1 的数据。但是主键为 2 和
3 的数据保留，因为与源库没有冲突。日志保留冲突记录。可以
通过在目的库执行 dml_sql 的 SQL 语句来强制与源库一致或者通
过在源库执行 rollback_sql 的 SQL 语句与目的库保持一致。备
注：如果目的库执行 dml_sql 的 SQL 语句来强制与源库一致，删
除数据中 c2=2 而不是 c2=1。

4.5.3 exec_mode=3 的数据冲突测试
当 exec_mode 为 3 时 ， 只 要 目 的 库 与 源 库 存 在 数 据 冲 突 ，
to_mysql 程序就会退出。conflict_log 表会记录冲突日志，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来处理目的库和源库的数据，然后启动 to_mysql 程序。

4.6 failover 切换
如果 datacenter 除了配置了 master 之外，还配置了 slave 节
点，Arkgate 会自动不断的取 slave 的时间及复制位置信息，当
master 失败之后，Arkgate 会根据最后一次成功的 master binlog
时间，去 slave_positions 中取出比这个时间值小的信息中，位置
信息最大的位置，然后 Arkgate 会从这个位置开始继续复制 binlog，
插入到 datacenter 中。
在切换过程中，instance 表中的信息会被重构，会将原来的
master 节点设置为 slave，将新的 slave 节点更新为 master，切换
之后，只会在 log_error 指定的日志中，记录下切换的过程。
在 Arkgate 实例，设置 slave 节点：
mysql>set global arkgate_replication_stop = "arkgate_test";
mysql> set global
arkgate_replication_member="arkgate_test:slave:db2:127.0.0.1:3316";
mysql> set global arkgate_replication_start =
"arkgate_test:arkgate:arkgate_test";

注：添加 slave 节点时通道必须是停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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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arkgate_test.instances 表中的节点信息
mysql> select * from instances\G
*************************** 1. row ***************************
id: 1
instance_name: db1
instance_role: master
instance_ip: 127.0.0.1
instance_port: 3306
binlog_file:
binlog_position: 0
*************************** 2. row ***************************
id: 2
instance_name: db2
instance_role: slave
instance_ip: 127.0.0.1
instance_port: 3316
binlog_file: NULL
binlog_position: NULL
2 rows in set (0.00 sec)

模拟 master 节点挂掉，会自动将 slave 节点更新为 master
/data/arkdb/3321/mysql.server -P 3306 stop

查看 arkgate 实例的错误日志
tailf /data/arkdb/3321/log/mysql-error.log
2020-03-18T12:38:01.176073Z 0 [Warning] [arkgate_test] Forcing to
reconnect master
2020-03-18T12:38:01.178967Z 0 [Warning] [arkgate_test] Forcing to
reconnect master
2020-03-18T12:38:01.180218Z 0 [Warning] [arkgate_test] Forcing to
reconnect master
2020-03-18T12:38:01.183482Z 0 [Warning] [arkgate_test] found the new
master instance(127.0.0.1:3316) from datacenter arkgate_test, new
position is mysql-bin.000001:464
2020-03-18T12:38:01.185418Z 0 [Warning] [arkgate_test] update the
failed master instance(127.0.0.1:3306) to s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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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8T12:38:01.185967Z 0 [Warning] [arkgate_test] update the new
instance(127.0.0.1:3306) to master for datacenter arkgate_test
2020-03-18T12:38:01.186516Z 0 [Warning] [arkgate_test]
failover/switchover successfully, transfer continue for datacenter
arkgate_test
2020-03-18T12:38:01.186537Z 0 [Note] [arkgate_test] transfer new
epoch: *58AA3E2024221B069D9C1F7305FCC138D1D9455C
2020-03-18T12:38:01.187849Z 0 [Warning] [arkgate_test] RENAME
slave_positions TABLE
2020-03-18T12:38:01.297106Z 0 [Warning] [arkgate_test]
failover/switchover the master successfully, new master is:
127.0.0.1:3316
2020-03-18T12:38:01.297172Z 0 [Warning] [arkgate_test] Forcing to
reconnect new master, dump position is: mysql-bin.000001:464
2020-03-18T12:38:01.306446Z 0 [Warning] [arkgate_test] MTS Binlog
SHA1 duplicate: 6f1b5662-5e90-11ea-8677-080027b7d28e#398#0
2020-03-18T12:38:01.306990Z 0 [Warning] [arkgate_test] MTS Binlog
SHA1 duplicate: 6f1b5662-5e90-11ea-8677-080027b7d28e#400#0
2020-03-18T12:38:01.307628Z 0 [Warning] [arkgate_test] MTS Binlog
SHA1 duplicate: 6f1b5662-5e90-11ea-8677-080027b7d28e#399#0

日志详解：
前面三行，说明连不上 master 的三次重试操作。
第四行，说明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 master，包括 IP 端口以及 binlog 位置信
息。
第五行，说明将原来的 master 更新为 slave。
第六行，说明将原来的 slave 信息更新为 master。
第七八行，说明已经切换成功。
第九行，说明重新初始化 arkgate_test.slave_positions 表。
第十行，说明在切换之后继续复制，连接新 master 并发送了 dump 请求。

查看 arkgate_test.instances 表中的节点信息
mysql> select * from instances\G
*************************** 1. row ***************************
id: 1
instance_name: db1
instance_role: slave
instance_ip: 127.0.0.1
instance_port: 3306
binlog_file:
binlog_positio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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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row ***************************
id: 2
instance_name: db2
instance_role: master
instance_ip: 127.0.0.1
instance_port: 3316
binlog_file: NULL
binlog_position: NULL
2 rows in set (0.00 sec)

五、Arkgate 性能测试
5.1 测试背景
测试版本:
Arkgate 版本:
arkgate_plugin_version 18.06.06

机器配置:
CPU 48 核, 内存 256G, 磁盘 SSD

数据库主要参数：
3319(源库):
innodb_buffer_pool_instances
innodb_buffer_pool_size
innodb_log_file_size
innodb_log_files_in_group
3321(gate,datacenter 实例):
innodb_buffer_pool_instances
innodb_buffer_pool_size
innodb_log_file_size
innodb_log_files_in_group
3320(目标库):
innodb_buffer_pool_instances
innodb_buffer_pool_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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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db_log_file_size
innodb_log_files_in_group

= 1G
= 4

5.1.2 Arkgate 配置
#
#
#
#

arkgate_delete_chunk_size 5000
arkgate_delete_workers 10
arkgate_parallel_workers 16
arkgate_binlog_expire_hours 1

mysql> select * from arkgate_beijing.transfer_option;
+------------------------------------+--------------+
| option_variable
| option_value |
+------------------------------------+--------------+
| arkgate_binlog_expire_hours
|
1 |
| arkgate_checkpoint_period
|
50 |
| arkgate_concurrent_dispatch_method |
1 |
| arkgate_delete_chunk_size
|
5000 |
| arkgate_delete_workers
|
10 |
| arkgate_event_sequence_sync
|
50000 |
| arkgate_json_full_image
|
1 |
| arkgate_json_include_serverid
|
1 |
| arkgate_master_sync_position
|
10000 |
| arkgate_parallel_workers
|
16 |
| arkgate_replication_source
|
1 |
| arkgate_slave_sync_position
|
10000 |
| arkgate_table_dismatch_abort
|
0 |
| arkgate_trx_sequence_sync
|
10000 |
| arkgate_worker_queue_length
|
10000 |
+------------------------------------+--------------+

5.1.3 单线程插入源库
源库与 datacenter 实例数据插入为 1w 左右 qps, Arkgate 没有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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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四个线程插入源库
源库与 datacenter 实例数据插入为 4w 左右 qps, Arkgate 没有延迟

5.1.5 八个线程插入源库
源库与 datacenter 实例数据插入为 5w 左右 qps, Arkgate 延迟缓慢
增加

5.1.6 十六个线程插入源库
源库 7w+, datacenter 实例 5w+，Arkgate 延迟线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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